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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7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6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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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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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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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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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以宏 宋文臻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 1 号楼 B 座 32F 

电  话 （0531）86920495  88725687 

电子信箱 sd000407@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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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46,593,854.54 1,910,057,797.76 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6,750,481.20 78,016,729.24 1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71,076,590.89 74,792,711.21 128.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623,969.58 143,228,326.51 -122.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9 1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9 1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4 3.17 上升 3.7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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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8,344,064.93 6,752,489,856.50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19,505,058.37 2,457,702,562.24 6.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2021 年 6 月 30 日普通股股东

总数 
39,630 

2021年 6月 30日表决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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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9 87,886,314  质押 22,450,000 

广州润铠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4 61,934,958  
质押 61,924,997 

冻结 61,93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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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5 28,627,829    

孙冠杰 境内自然人 3.07 27,023,600    

济宁齐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3 21,410,639    

山东诺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 19,663,990    

青岛蓝城商业运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16,496,811    

闫长勇 境内自然人 1.72 15,101,119    

无锡亿利大机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 12,17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根据 2020 年 7 月 10 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1 年 1 月

26 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第四、第五、第九名股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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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人；根据 2021 年 7 月 23 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前述股

东一致行动人关系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解除，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八十三条，第四、第九名股东仍然属于法定的一致行动人。 

2．根据 2021 年 1 月 26 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广州润铠胜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1 年 1 月 

21 日就表决权委托事项签署了《表决权及投票权委托协议》，广州润铠胜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6193 万股对应的股东权利委托

给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行使，委托期限为《表决权及

投票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根据 2021 年 7 月 23 日披露的《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规定，

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解除《表决权及投票权委托协议》。 

此外，本公司未知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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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报告期，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2,886,314 股，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000,000 股，合计持有 87,886,314 股；股

东“孙冠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023,600 股，合计持有 27,023,6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1）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2）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2021 年 7 月 15 日，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济宁齐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山东诺

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王安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前述主

体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 47,675,503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42%，该等股份过户手续

已办理完毕。 

2021 年 8 月 10 日，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闫长勇、

孙冠杰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前述主体合计持有的上市公

司 103,624,719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1.77%；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还于同日

出具了《表决权委托书》，将其剩余持有的上市公司 26,386,31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0%）的表决权无条件、不可撤销、不可变更地委托给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行使。该

项权益变动尚需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中油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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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燃气，代码：00603.HK)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

户登记手续。 

综上，上述交易全部实施完成后，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表

决权股份合计 177,686,536 股（含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行使的其所持 3.00%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9%，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许铁良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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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 年上半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监事会的监督下，积

极应对形势变化，持续贯彻安全发展理念，夯实基础管理，奋力开拓市场，加快管理创新，

公司实现了健康稳健发展。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47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77 亿元，

净利润同比增长 126.55%。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天然气业务稳定发展，填海土

地实现收益所致。 

1．上半年工作回顾 

（1）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克服冬季气源短缺和气价异常波动的巨大挑战，通过加大市

场开发力度，大力拓展增值业务等，实现了销气量和天然气用户的双增长，为公司未来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报告期，公司在上年度市场开发大行动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良好势头，通过组织召开

市场开发专题研讨等活动，市场意识逐步增强，开发策略更加灵活多样，市场开发成效显著，

经营能力和竞争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②报告期，公司增值业务优化组织架构和业务体系，拓展增值产品和业务领域，优化考

核机制和培训体系，通过组建“内训师”团队，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增值业务在报告期内实

现突飞猛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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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报告期，公司装备材料制造业积极应对环境变化，通过加大市场开拓，夯实基础管理，

把控经营风险等，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2）报告期，公司加大基础管理力度，一是继续建立和完善流程，增强专业力量，工程

管理等基础工作水平大幅提升；二是进一步梳理资产，对低效、无效资产进行盘活、清理，

资产质量进一步提升。 

（3）报告期，公司通过开展安全进社区校园村街、全员查隐患、管道巡线万里行、集中

入户安检、总经理安全生产公开课、内训师培训等系列专项行动和应急安排，安全管理意识

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和应急能力再上新台阶。 

（4）报告期，公司积极推行员工关爱活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团队建设活动和

教育活动，公司员工士气更加饱满，凝聚力和归属感进一步提升。 

（5）为实现公司高质量快速发展，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

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利于上市公司获取充足的业务资源，对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下半年工作计划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以市场开发为龙头，加快推进增值业务，加强现金流管控，强化基

础管理和内控建设，筹划公司发展规划。 

下半年重点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贯彻安全第一的发展理念，提升安全意识，

做好防疫工作安排，安全生产和防疫工作不松懈。二是继续抓好市场的龙头作用，大力推动

市场开发工作。三是大力发展增值业务，勇于创新，加快新业务的探索和实施。四是加强现

金流管控，防范资金风险，确保公司健康发展。五是持续加强基础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管

理水平。六是筹划公司发展规划。 

报告期，公司具体经营情况和重要事项详见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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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章页）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鹏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