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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17-014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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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325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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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83572669 0731-8357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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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成立于1999年，依靠“先导式创新”模式，以差异化竞争实现跨越式发展。公司已在大型桩工机械、全系列挖掘

机、现代凿岩设备、矿业装备、起重机械、液压元器件、军用工程机械和通用航空设备等十多个领域，成功研发出上百个规

格型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高品质、高性能工程装备产品。 

    本公司属于工程机械制造行业企业，该行业景气度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紧密相关，周期性非常明显。公司在基础

施工装备、小微型挖掘机、凿岩设备等细分市场处于市场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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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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991,603,674.11 1,456,197,290.49 36.77% 1,839,571,54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920,999.94 -29,239,990.76 328.87% 6,535,51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1,267.65 -158,517,238.59 102.56% -62,503,919.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198,991.62 152,237,593.41 28.88% 180,903,268.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6 -0.0387 328.94% 0.0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6 -0.0387 328.94% 0.0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 -1.22% 4.11% 0.32%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10,172,481,442.39 6,319,163,085.73 60.98% 6,429,806,23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71,806,103.03 2,379,762,107.32 3.87% 2,416,783,738.7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19,306,728.13 423,861,427.70 342,795,961.74 805,639,55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389,256.07 4,251,283.33 16,668,821.03 32,611,63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53,615.73 -11,099,170.20 -3,268,068.31 6,964,89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02,862.47 -187,931,983.82 -99,796,457.48 490,030,2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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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78,69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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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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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何清华 
境内自然

人 
26.69% 201,613,140 151,209,855 质押 141,373,000 

北京海厚泰

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97% 30,000,000    

缪明义 
境内自然

人 
1.44% 10,912,600    

长沙中南升

华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8% 5,172,120  冻结 5,157,904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长城环保

主题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4,700,009    

深圳市招商

局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2% 3,937,500  冻结 3,937,500 

郭勇 
境内自然

人 
0.49% 3,675,230 2,730,172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农

业银行 

其他 0.47% 3,541,50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前海

开源大安全

核心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5% 3,406,875    

任洁 
境内自然

人 
0.45% 3,38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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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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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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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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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工程机械业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营销建设，不断提升市场地位。地下工程装备销售同比增长36%，其中旋挖钻机销售台量同比增长

42%，市场占有率约16.89%，位列细分市场前四。挖掘机销售台量同比增长30.5%，市场排名第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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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桩工机械 785,865,789.83 282,376,025.23 35.93% 23.81% 15.75% 4.46% 

挖掘机械 635,522,126.65 155,799,596.28 24.52% 46.35% 49.25% -1.47% 

航空业务 224,289,403.36 145,745,846.41 64.98%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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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自2016年10月1日起，合并加拿大AVMAX公司，致公司净利润出现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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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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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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按约定完成收购 Avmax Group Inc.60%股权的交割及相关股权登记手续。Avmax Group Inc.已成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公司将 Avmax Group Inc.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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