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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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华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星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昭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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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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9,574,074.67 3,399,852,026.37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806,379,203.09 2,632,200,540.76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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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110,291.43 6.56% 1,606,211,443.27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0,486,230.32 28.73% 190,205,214.04 1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7,789,445.92 43.95% 179,054,818.46 1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2,380,683.79 -0.93% 318,345,286.95 3.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5 28.66% 0.1067 13.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5 28.66% 0.1067 13.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0.43% 7.00%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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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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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3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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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9,665.9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626,329.3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9,265.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54,253.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6,388.72  

合计 11,150,395.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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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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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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7,73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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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笃学 境内自然人 20.79% 370,632,922    

周利飞 境内自然人 2.54% 45,237,000 30,157,974 质押 30,157,974 

廖鹏 境内自然人 1.89% 33,664,805 22,443,143   

张义贞 境内自然人 1.38% 24,575,000    

杨成三 境内自然人 0.76% 13,570,070 10,177,552   

吉峰 境内自然人 0.47% 8,438,878 6,329,158   

#逯彦龙 境内自然人 0.46% 8,192,823    

王子刚 境内自然人 0.40% 7,173,654 5,380,240   

#刘静 境内自然人 0.36% 6,489,646    

#刘振君 境内自然人 0.36% 6,48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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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笃学 370,632,922 人民币普通股 370,632,922 

张义贞 24,5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75,000 

周利飞 15,079,026 人民币普通股 15,079,026 

廖鹏 11,221,662 人民币普通股 11,221,662 

#逯彦龙 8,192,823 人民币普通股 8,192,823 

#刘静 6,489,646 人民币普通股 6,489,646 

#刘振君 6,480,705 人民币普通股 6,480,705 

#陈建伟 6,024,948 人民币普通股 6,02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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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笃生 4,91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3,000 

朱一明 4,512,700 人民币普通股 4,512,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逯彦龙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192,823 股；股东刘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738,412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751,234 股；股东刘振君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 6,480,705 股；股东陈建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645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 5,996,30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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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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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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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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加 47.54%，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合理利用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35.32%，主要原因是公司部分应收票据到期承付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36.78%，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开展业务，业务人员借款和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130.50%，主要是本期公司预交税款和增值税留抵金额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61.81%，主要是公司本期继续投入建设昌乐洁源二期车间及生产线，同时购买设

备导致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58.47%，主要是公司预付的设备款，本期转入在建工程所致； 

7、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44.58%,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银行借款到期还款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54.65%，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发放2019年末奖金所致； 

9、其他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65.63%，主要原因是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0、信用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56.95%，主要是公司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11、资产价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31.95%，主要是公司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减少所致； 

12、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58.68%，主要是公司本期债务重组利得较去年增加所致； 

13、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61.95%，主要是公司去年部分设备报废损失较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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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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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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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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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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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3,500 64,660 0 

合计 103,500 64,66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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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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华涛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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