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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20-007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87,497,46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河智能 股票代码 00209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剑 易广梅 

办公地址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中路 16 号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中路 16 号 

电话 0731-83572980 0731-83572980 

电子信箱 wangjian2@sunward.com.cn yigm@sunwar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以装备制造为主业，主要从事工程机械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公司产品包括地下工程装备、全系列挖掘机、

现代凿岩设备、矿业装备、起重机械、高空作业机械、盾构机械、液压元器件、军用工程机械和通用航空设备等。公司坚持

产学研一体化、先导式创新，以差异化竞争实现跨越式发展。现为国内地下工程装备龙头企业，并跻身于全球工程机械企业

50强、世界挖掘机20强，位列世界支线飞机租赁企业前3强。 

    公司战略业务定位于“一点三线”（“一点”即聚焦装备制造，“三线”即工程装备、特种装备、航空装备），已创新研发

出200多个规格型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高性能产品。职业化的营销服务团队、遍布全球的营销服务网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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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产品畅销国内外，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SUNWARD”商标在近百个国家注册。 

    公司装备板块的产品销售模式主要有工厂直销和经销商销售两种模式，销售结算方式则采用全额付款、分期付款、按揭

销售、融资租赁等四种方式，其中本公司采用较多的为按揭销售、融资租赁两种方式，可有效加快销售资金回笼速度，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航空服务业务主要为全球航司提供商用飞机的租赁、销售、维修、改装等服务，结算方式灵活多样。 

    工程机械行业受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影响较大，下游客户主要为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矿山等

行业，周期性非常明显。近三年来，受大基建、环保升级、设备换新、人工替代等方面影响，行业市场高速增长，持续保持

高景气度。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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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7,427,355,609.17 5,755,520,522.14 29.05% 3,951,849,25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2,834,351.91 429,274,878.06 17.14% 158,498,29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2,134,003.93 398,704,324.18 5.88% 81,399,42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7,419,083.89 652,925,699.49 12.94% 393,958,138.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31 0.4065 16.38% 0.19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95 0.4065 15.50% 0.19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2% 9.56% 0.66% 4.6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5,702,945,442.80 14,287,399,064.97 9.91% 12,303,213,34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75,214,561.95 4,618,425,887.83 7.73% 4,296,974,403.6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50,676,414.87 1,978,702,693.55 1,534,144,084.70 2,263,832,41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7,919,428.36 158,235,300.57 110,819,593.77 75,860,02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915,159.69 157,325,172.22 106,388,036.32 7,505,635.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4,717,154.44 187,846,041.48 98,507,877.75 545,782,319.1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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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70,71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0,93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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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清华 
境内自然

人 
18.05% 196,321,375 196,321,375 质押 138,103,096 

广州万力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94% 151,593,848    

广州恒翼投

资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90% 64,179,740    

苏州工业园

区鲁鑫创世

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68% 40,045,545    

安信基金－

农业银行－

华宝信托－

安心投资【6】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32% 14,325,596    

北信瑞丰基

金－浦发银

行－北京国

际信托－北

京信托·轻盐

丰收理财

2015015 号集

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86% 9,378,419    

缪明义 
境内自然

人 
0.81% 8,836,700    

长沙中南升

华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8% 5,172,120  冻结 5,157,904 

郭勇 
境内自然

人 
0.43% 4,675,23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其他 0.37% 3,996,316 2,821,3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广州万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广州恒翼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2%出资份额。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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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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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山河智能成立20周年，工程机械行业受益于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基建补短板，继续

保持增长态势。面对机遇与发展，山河智能在“跨上二十周年新高度，夯实历久弥坚大基础”的指引下，市场体量与经营质

量又跨上一个新的高度，在硬件条件建设、品牌形象建设、制造核心竞争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以市场为牵引、

以产品线为落脚点的条块结合矩阵式管理使“经营体”管理模式得到了有效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2,735.56万元，同比增长29.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润 50,283.44万元，同比

增长17.14%。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73,741.91万元，同比增长12.94%。公司两大主营产品桩工机械和挖掘机械均实现

快速增长，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其中，挖掘机市场排名上升1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地下工程机械 
3,260,316,198.

54 

2,196,318,077.

42 
32.63% 42.37% 41.63% 0.36% 

挖掘机及其他

工程机械 

2,391,858,175.

99 

1,922,772,716.

12 
19.61% 19.81% 17.4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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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业务 
1,175,884,492.

59 
606,556,893.96 48.42% 20.39% 46.28% -9.1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财务报表列报 

2019年财政部发布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

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

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根据通知要求进行了调整。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增加+/减少-)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290,306,474.70 -3,290,306,474.70  

应收票据   140,912,796.81 140,912,796.81 

应收账款   3,149,393,677.89 3,149,393,677.8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550,196,352.92  -2,550,196,352.92   

应付票据   1,306,568,556.69 1,306,568,556.69 

应付账款   1,243,627,796.23 1,243,627,796.23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增加+/减少-)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607,458,764.73  -2,607,458,764.73   

应收票据   118,814,713.90 118,814,713.90 

应收账款  2,488,644,050.83 2,488,644,050.8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733,314,466.43  -2,733,314,466.43   

应付票据   1,279,492,278.69 1,279,492,278.69  

应付账款   1,453,822,187.74 1,453,822,187.74  

（2）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

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经本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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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增加长沙剑展山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山河华创科技有限公司、长春山河富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青岛山河昌辉工

程机械有限公司、西藏昌育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华邦创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山河智能（老挝）公司和山沃国际工程

公司、山河机场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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