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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15-023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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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光云 王剑 

电话 0731-83572658 0731-83572669 

传真 0731-83572606 0731-8357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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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 年 

营业收入（元） 1,839,571,547.32 2,112,847,296.09 -12.93% 1,937,344,81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35,518.35 27,309,959.59 -76.07% 9,080,70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2,503,919.27 -26,560,353.04 -135.33% -37,144,821.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0,903,268.03 198,449,223.41 -8.84% 54,582,207.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3 0.0664 -78.46% 0.02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3 0.0664 -78.46% 0.02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2% 1.63% 下降1.31个百分点 0.53%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总资产（元） 6,429,806,235.76 5,629,936,853.46 14.21% 5,308,617,16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16,783,738.70 1,681,918,760.04 43.69% 1,664,630,812.25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09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7,45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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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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1% 109,308,760 81,981,570 质押 108,900,000 

北京千石创

富－民生银

行－华鑫国

际信托－082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8.96% 45,100,000 45,100,000   

建信基金－

民生银行－

民生加银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4.71% 23,700,000 23,700,000   

民生加银基

金－民生银

行－民生加

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4.63% 23,300,000 23,300,000   

长沙中南升

华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8% 3,448,080  冻结 3,438,603 

长沙高新技

术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5% 2,788,432    

深圳市招商

局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2% 2,625,000  冻结 2,625,000 

郭勇 境内自然人 0.51% 2,560,154 1,820,115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诺亚大成

Ａ股精选一

号 

其他 0.34% 1,700,000    

朱建新 境内自然人 0.32% 1,600,0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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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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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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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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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受全球市场遇冷，国内经济换挡运行的影响，中国经济步入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经济

运行进入新常态。工程机械行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保有量大，产能过剩，违约风险大等困难。公

司以“统一意志，强化责任，严格管理，提升市场突击力”为总基调，强力推行管理改革，坚持创新驱动，

推进国际化进程，经受住了挑战与考验，保证了企业的有效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18.40亿元，同比上年下降12.9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653.55万元，同比上年下降76.07%；公司总资产64.30亿元，同比上年增长14.2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24.17亿元，同比上年增长43.69%。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探索内涵式增长之路，通过实施一系列管理变革加强公司的软实力建设，追求品

质与服务，改善内部管理，提高运营效率，在以下方面取得进步： 

（一）大运营体系初具雏形，模块管理步入正轨 

2014年，公司大运营体系以资源整合和平台管控为重点，聚力体系变革，实现了营销、研发、制造、

管理四大模块的有效运行。 

（二）大营销平台严格管理，市场突击力蓄势待发 

以“创新机制，提升市场突击力”为中心，营销模块落实大营销战略，整合营销资源，强化平台管控，

规范业务流程，分销渠道建设初见成效，市场突击能力有所提升，海外市场迅猛增长。  

（三）先导式创新持续深入，“精新”特色可圈可点 

按照“全新开发、性能提升、降本增效”的思路，年内公司共研发项目93项，RPM上线项目49项，“短

平快”研发项目23项。共申请各类专利71件；获得授权专利117件；发表学术论文17篇；共制修订企业标

准14项，参与制订并已发布实施国家标准2项和行业标准1项。双动力头强力多功能钻机被评为年度国家重

点新产品；公司再次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同时被科技部评为“2014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 

（四）大制造体系资源整合，提质降本再上台阶 

制造体系通过一年的整合，各项指标达成率较高，有效缩短了生产周期，全年生产计划达成率95%以

上。主要产品的开机故障率、早期故障率、保内故障率维持低位。 

（五）党群工作健全一体，人文关怀和谐阳光 

公司已基本形成“党工团盟一体、集约化发展”的山河特色党群工作模式。2014年，公司完成党委、

工会、团委的换届选举工作；员工关怀方面，一是拓展了员工职业素养提升的通道，与知名高校联合举办

营销经理“EDP培训班”，举办了“山河梦·劳动美”的大型技能比武等；二是全员层面增加职工福利；三

是成立了“山河爱心基金”扩大了困难职工帮扶面。 

    (六）再融资工作进展顺利，企业发展基础坚实 

    公司完成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净额7.36亿元，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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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4年实施财政部当年度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具体规定，并对2013年的比较财务报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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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重新表述。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本期和上期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企业合并财务报表：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其他综合收益  651,161.35 651,161.35 

外币报表折算差异 651,161.35 -651,161.35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000,000.00 8,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31,080,071.81 -8,000,000.00 23,341,058.96 

其他综合收益  -79,490.14 -79,490.14 

外币报表折算差异 -79,490.14 79,490.1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12月31日、2012年12月31日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2013年度、2012年度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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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山河智能（越南）有限公司、山河智能（比利时）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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