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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19-066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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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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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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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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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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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83572980 0731-8357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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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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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629,379,108.42 2,723,152,332.60 3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6,154,728.93 299,527,372.34 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08,240,331.91 291,541,691.41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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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128,887.04 267,043,130.03 -65.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34 0.2836 3.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34 0.2836 3.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2% 6.93%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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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2,895,977.02 14,287,399,064.97 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36,438,884.03 4,618,425,887.83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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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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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清华 境内自然人 18.04% 196,321,375 196,321,375 质押 138,103,097 

广州万力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93% 151,593,848    

广州恒翼投

资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0% 64,179,740    

苏州工业园

区鲁鑫创世

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8% 40,045,545    

安信基金－

农业银行－

华宝信托－

安心投资【6】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2.35% 25,572,970    

北信瑞丰基

金－南京银

行－长安国

际信托有限

公司 

其他 0.94% 10,205,656    

北信瑞丰基

金－浦发银

行－北京国

际信托－北

京信托·轻盐

丰收理财

2015015 号集

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91% 9,878,419    

缪明义 境内自然人 0.81% 8,83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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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49% 5,291,000    

长沙中南升

华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8% 5,172,120  冻结 5,157,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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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广州万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9 年 06 月 1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公告编号：2019-055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6 月 13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广州市人民政府 

变更日期 2019 年 06 月 12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公告编号：2019-055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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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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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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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从容应对经济结构调整、中美贸易战等不良影响，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发展态势，发展质量和效益继续提高。受基建需求拉动、设备更新需求增长、机器替人等多因素的影响，工程机械行

业维持增长态势，市场稳步上扬。公司以“跨上二十周年新高度，夯实历久弥坚大基础”为经营主旨，围绕公司年度经营目

标，精板块、立标杆、强执行，强化体系竞争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62,937.91 万元，同比上升33.28%；营业利润为37,684.74万元，同比下降8.80%；利

润总额为38,370.93万元，同比下降7.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615.47万元，同比上升5.55%。截止2019年6

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1,535,289.60万元，同比去年年末增长7.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83,643.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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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去年年末增长4.72%。 

报告期内，公司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需求的拉动为动力，工程机械板块各产品线的产能和品质管控能力大幅提升。报

告期内，公司还完成了Avmax Group Inc.的第五次股权交割工作，已合计持有其100%股权；Avmax Group Inc.的经营符合并

购预期，将有力提升公司对抗行业周期波动的能力。公司特种装备板块稳步增长，原有定型产品销量不断放大，新品研发也

不断贴近特定客户的需求。 

为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提升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引进万力投资、恒翼投

资等战略投资股东。在新控股股东的支持下，拟实施“一体两翼”战略，进一步增强公司在装备制造领域的综合竞争力，增

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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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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