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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王鹏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守清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申萌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244,446,776.65 5,045,105,272.69 2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265,374,949.07 2,174,683,042.25 4.1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18,306,752.67 19.29 3,149,809,634.86 2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8,350,879.57 -51.58 90,355,877.88 1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606,743.96 -60.61 79,170,903.01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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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59,960,785.12 -40.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53.49 0.10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53.49 0.10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1 下降0.93个百分点 4.07 上升 0.34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3,225.8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822,378.6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7,626,732.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1,939.01 

减：所得税影响额 569,628.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9,672.80 

合  计 11,184,974.87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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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72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州润铠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3 82,075,945  
质押 82,065,984 

冻结 82,075,945 

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6 73,609,585 16,313,213 质押 66,082,872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6 48,939,641 48,939,641   

闫长勇 境内自然人 3.65 32,101,119 24,075,839 质押 31,885,315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平安资

产鑫享 7 号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16,313,214 16,313,214   

平安资产－工商银行－鑫享 3 号

资产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13,050,571 13,050,571   

平安资管－平安银行－平安资

产创赢 5 号资产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 11,419,249 11,419,249   

孙冠杰 境内自然人 1.20 10,600,000    

无锡亿利大机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 9,165,8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5,896,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润铠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2,075,945 人民币普通股 82,075,945 

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7,296,372 人民币普通股 57,296,372 

孙冠杰 10,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00,000 

无锡亿利大机械有限公司 9,165,800 人民币普通股 9,16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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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长勇 8,025,280 人民币普通股 8,025,2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96,000 

深圳市万悦东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000,09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90 

曹立芳 4,898,872 人民币普通股 4,898,872 

张国良 4,872,900 人民币普通股 4,872,900 

苏枝桓 4,713,199 人民币普通股 4,713,1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根据发行方案，平安资产－工商银行－平安资产鑫享 7 号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平安资产－工商银行－鑫享 3 号资产

管理产品、平安资管－平安银行－平安资产创赢 5 号资产

管理产品同为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此外，本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 

报告期，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不存在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的情况。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天然气管道制造业销售 PE

管材应收款增加以及天然气业务公司燃气开户收入导致的应收款增加所致。 

2.存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天然气管道制造业储备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增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加所致。 

3.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本期天然气业务公司天然气管网建设工程增

加所致。 

4.商誉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溢价收购重庆胜邦燃气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为支付货款办理的银行

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6.长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主要系部分长期借款到期归还以及根据到期时间调

整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列示所致。 

7.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本期收购重庆胜邦燃气有限公司应付的一

年以上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公司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增加所致。 

8.递延收益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9.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天然气业务不断扩大发展，不断提高营业收入所

致。本报告期天然气业务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37.69%。 

10.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天然气收入增加相应的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11.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天然气业务营业收入增加，导致相应的人工

费用、运输费用等增加所致。 

12.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天然气业务扩大规模，导致人工等管理费用

增加，以及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增加所致。 

1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借款增加、融资成本上升所致。 

1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依据会计准则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15.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6.投资收益、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转让山东胜邦绿野化学有

限公司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营业外支出较大，而本期无上述影响所致。 

17.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8.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天然气业务扩大发展，利润总额增加导致

的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1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着力培育的天然气业务收益增长所致 

2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公司天然气管道制造业应

收账款及存货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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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支付重庆胜邦燃气有限公

司的股权转让款所致。 

2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筹资收到的资金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2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经营活动及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致。 

（二）报告期公司担保情况 

1．对外担保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地景观工程

有限公司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柳行支行 
1,000.00 2019-6-5 2021-6-4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地景观工程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 
500.00 2019-9-18 2021-9-17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济南胜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山东章丘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刁镇

支行 

2,000.00 2018-12-21 2020-12-20 否 

合  计 -- -- 3,500.00 --  -- -- 

注：担保起始日系指贷款到期后需要履行担保义务的起始日期，担保到期日是指担保协议上约定的担

保义务灭失日期。 

2．对子公司担保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邦塑胶有限公

司 

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市政中心支行 
15,000.00 2018-10-31 2020-10-30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邦塑胶有限公

司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路支行 
2,000.00 2018-11-6 2020-11-5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邦塑胶有限公

司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路支行 
1,000.00 2019-3-1 2021-2-28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邦塑胶有限公

司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路支行 
4,500.00 2020-3-7 2022-3-6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邦塑胶有限公

司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路支行 
1,000.00 2019-1-20 2021-1-19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山东胜邦塑胶有限公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19-1-29 2021-1-2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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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限公司 司 济南分行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邦塑胶有限公

司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1,271.00 2020-2-14 2022-2-13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邦塑胶有限公

司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营分行 
1,000,00 2019-7-20 2021-7-19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青岛胜利石化产品销

售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市四方支行 
3,000.00 2018-10-31 2020-10-30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青岛润昊天然气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2,000.00 2019-5-24 2021-5-23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青岛润昊天然气有限

公司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庆分行 
5,000.00 2019-3-22 2021-3-21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青岛润昊天然气有限

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2,000.00 2019-2-7 2021-2-6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青岛润昊天然气有限

公司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崂山支行 
495.00 2019-8-25 2021-8-24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青岛润昊天然气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 
500.00 2018-10-28 2020-10-27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青岛润昊天然气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 
2,000.00 2019-5-3 2021-5-2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青岛润昊天然气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 
1,500.00 2019-5-17 2021-5-16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东阿县东泰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聊城分行 
1,000.00 2019-1-20 2021-1-19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东阿县东泰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阿支行 
600.00 2019-6-21 2021-6-20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东阿县东泰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阿支行 
800.00 2019-1-23 2021-1-22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东阿县东泰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阿支行 
800.00 2019-2-8 2021-2-7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东阿县东泰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阿支行 
800.00 2019-3-9 2021-3-8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利进出口有限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中支行 
13,000.00 2018-12-21 2020-12-20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利进出口有限

公司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历山北路支行 
1,500.00 2019-6-15 2021-6-1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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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利进出口有限

公司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历山北路支行 
6,500.00 2019-6-15 2021-6-14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胜利进出口有限

公司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庆分行 
1,000.00 2018-10-10 2020-10-9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霸州市胜利顺达燃气

有限公司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庆分行 
1,530.00 2019-6-4 2021-6-3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霸州市胜利顺达燃气

有限公司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霸州市支行 
2,524.50 2020-7-27 2022-7-26 否 

山东胜利股份有

限公司 

霸州市胜利顺达燃气

有限公司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霸州市支行 
2,550.00 2020-7-27 2022-7-26 否 

合  计 -- -- 76,870.50 -- -- -- 

注：担保起始日系指贷款到期后需要履行担保义务的起始日期，担保到期日是指担保协议上约定的担

保义务灭失日期。 

上述担保事项均履行了相应决策和披露程序。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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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4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产业及行业的现状，在避免

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公司对经营、行业状况等公开

信息做出解释或说明，具体内容请参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投资者关系"专栏。 

2018 年 4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来访人员主要了解公司天然气产业及行业的现状，在避免

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公司对经营、行业状况等公开

信息做出解释或说明，具体内容请参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投资者关系"专栏。 

上述投资者活动记录表均通过深交所互动平台予以披露。 

报告期，公司还接到诸多公众投资者关于公司经营情况的问询电话或EMAIL，公司均按《投资者关系

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避免出现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一一认真做出答复。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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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之签章页）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鹏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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