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407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8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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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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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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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5,814,659.76 2,046,593,854.54 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260,940.11 176,750,481.20 -4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78,447,274.03 171,076,590.89 -54.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411,807.88 -31,623,969.58 35.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6 0.2008 -48.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26 0.2008 -48.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9 6.94 下降 3.55 个百分点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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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6,133,771.11 7,037,942,997.06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77,180,267.27 2,613,347,105.59 2.44 

注：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降低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参股公司填

海土地被收储，公司确认投资收益而本报告期无该因素影响所致。扣除该因素，公司本期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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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6 195,027,2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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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 26,386,314 -- -- -- 

广州润铠胜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7 18,207,961 
-- 

-- 

质押 18,198,000 

冻结 18,207,961 

无锡亿利大机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10,972,800 -- -- -- 

董爱云 境内自然人 1.04 9,160,000 -- -- -- 

山东普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6,86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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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耀 境内自然人 0.60 5,301,072 -- -- -- 

苏枝桓 境内自然人 0.44 3,864,599 -- -- -- 

陈翠枚 境内自然人 0.43 3,753,020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2021 年 8 月 10日，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出具了《表决权委托书》，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
61,500,000股股份转让给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将剩余持有的本
公司 26,386,31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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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管要
求，在表决权委托生效期间，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胜利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因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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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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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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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上半年，面对持续反弹的新冠疫情和复杂的经济环境，公司积极应对，勇于开

拓，一是深入贯彻新安全发展理念；二是着力管理提升，补短板、强弱项，增强专业化管理

水平；三是奋力开拓市场，大力推进降本增效，实现了公司高质量发展。 

2022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36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026.09 万

元，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参股公司填海土地被收储，公司确认

填海土地一次性收储收益而本报告期无该因素影响所致。扣除上述因素，公司上半年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公司经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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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半年工作回顾 

（1）报告期，公司克服疫情及宏观形势影响，围绕高质量发展和业绩提升主线，公司

在经营方面抓关键，攻短板，调结构，促效益，公司天然气主营业务收益大幅增长，公司可

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为全面完成全年经营指标和公司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报告期，公司持续强化基础管理工作，一是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对总部组

织机构进行优化调整，公司专业化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二是启动公司制度体系修编工作，同

时公司正引入专业咨询机构，优化公司管理，提升公司管理水平；三是加强专业化培训，强

化基本功训练，提升团队的实战能力和工作效率，公司基础管理工作得到显著提升。 

（3）报告期，公司持续贯彻安全发展理念，开展了综合安全检查、遏制重特大事故专

项行动、安全月管道巡线万里行、安全培训等活动，安全管理水平和应急能力再上新台阶。 

（4）报告期，公司围绕年度重点工作，先后策划实施了市场开发竞赛、供销差管理、

岗位技能比武、业财结合等多个专项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6）报告期，公司根据外部经营环境情况，坚持现金为王的经营理念，开展应收款项

专项行动，控制经营风险，同时利用国家增值税留抵退税及疫情税费减免等政策，及时开展

了相关工作，效果显著。 

（6）报告期，公司审计督察系统进一步发挥审计监督职能，审计督查工作常态化开展，

公司规范发展水平上新台阶。 

2．下半年工作计划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以市场开发为龙头，强化基础管理和内控建设，积极推进信息化、

智能化系统搭建，加强团队建设，在上半年良好发展势头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公司业务稳步

推进。 

下半年重点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坚守安全底线，树牢安全生产意识，积极推

进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全年安全生产零事故；二是抓好战略执行，全面完成年度绩效指标任

务；三是做好气源筹划与顺价安排，加快精准开发市场，多引擎推动公司发展；四是深入推

进基础管理工作和关键要素提升行动，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抓好风险控制；五是研究

公司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优化组织机构，结合公司实际系统推进相关工作，为公

司高质量发展赋能新动力；六是启动新形势下的人才梯队建设和企业文化工作，开创干事创

业、奋发作为的新局面。 

报告期，公司具体经营情况和重要事项详见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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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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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铁良 

 

二○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