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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22-010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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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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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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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212,465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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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市星沙产业基地长龙街道凉塘

东路 1335 号 

湖南长沙市星沙产业基地长龙街道凉塘

东路 1335 号 

传真 0731-86407826 0731-86407826 

电话 0731-86407826 0731-8640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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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程机械 

工程机械作为第二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产业之一，具有高技术壁垒、高资金需求的特点。工程

机械行业成熟度高，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紧密正相关，下游客户主要为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建设、

矿山采掘等行业，具备一定的周期性。当前行业竞争较为激烈，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行业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龙头企业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 

（2）外资品牌市场份额逐步下降，国产品牌开始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3）智能化、无人化、节能环保等成为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报告期内，中国工程机械市场呈现了“前高后低”的走势，上半年，大量工程项目开工，工程机械各品类产品销售增长

迅猛，但进入下半年后，工程项目开工速度放缓或延期开工，导致工程机械产品需求下滑，市场表现不佳。海外市场，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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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主要经济体刺激政策作用显现的背景下，各国大力投资发展基础设施，为工程机械海外市场的发展释放大量的业务需求和

机遇。但仍然存在疫情持续蔓延、通胀压力上升、供应链修复迟缓等不稳定因素。 

（二）航空装备与服务 

山河智能航空装备与服务业务涵盖公共运输航空与通用航空两大市场。 

涉及公共运输航空的核心产业为飞机改装、租赁、维修和运营。国际、国内市场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涉及通用航空的核心产业包括通用航空器制造、通用航空运营以及机场等基础设施与保障资源运营三个方面。 

（三）特种装备 

山河智能特种装备业务主要为非民用装备及应急救援装备，根据相关保密规定，豁免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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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9,246,474,315.14 17,358,380,269.93 10.88% 15,702,945,44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11,083,779.24 5,305,456,642.49 3.88% 4,975,214,561.9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1,407,664,344.78 9,377,367,500.65 21.65% 7,427,355,60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493,535.23 564,928,233.69 -43.62% 502,834,35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1,564,732.80 440,663,449.01 -49.72% 422,134,003.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149,268.69 1,804,027,315.15 -98.16% 737,419,083.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28 0.5256 -44.29% 0.47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28 0.5194 -43.63% 0.46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2% 10.71% -4.99% 10.2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20,084,133.31 3,566,585,122.92 2,206,995,920.58 2,313,999,16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7,437,796.19 234,115,884.24 -38,456,498.68 -174,603,64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9,599,295.26 193,992,364.78 -45,129,791.87 -196,897,13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132,851.18 862,901,636.57 -915,788,533.73 338,169,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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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22 年度报告披露 73,198 报告期末表决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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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股东总

数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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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万力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94% 
151,593,8

48 
   

广州恒翼投

资发展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90% 

118,554,6
14 

   

何清华 
境内自然

人 
10.16% 

110,430,8
32 

110,430,773 质押 49,080,344 

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 
54,360,70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3% 7,905,802    

上海自然拾

贝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拾

贝回报5号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0.61% 6,67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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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拾贝能

信私募基金

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拾贝探

索投资基金 

其他 0.41% 4,484,157    

郭勇 
境内自然

人 
0.38% 4,115,230    

上海自然拾

贝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拾

贝回报投资

基金 

其他 0.34% 3,665,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广州万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广州恒翼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9.95998%出资份

额。公司未知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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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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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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