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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20-024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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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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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矿机 股票代码 00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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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星春 张丽丽 

办公地址 山东省昌乐县经济开发区大沂路北段 山东省昌乐县经济开发区大沂路北段 

电话 0536-6295539 0536-6295539 

电子信箱 sdkj002526@163.com sdkj00252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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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101,151.84 1,005,007,686.31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718,983.72 112,805,396.66 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1,265,372.54 112,001,620.67 -0.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5,964,603.16 184,627,863.91 6.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72 0.0633 6.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72 0.0633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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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5% 4.5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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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336,392.72 3,399,852,026.37 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34,722,080.60 2,632,200,540.76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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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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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笃学 境内自然人 20.79% 370,632,922    

周利飞 境内自然人 2.54% 45,237,000 30,157,974 质押 30,157,974 

廖鹏 境内自然人 1.89% 33,664,805 22,443,143   

张义贞 境内自然人 1.40% 24,900,000    

杨成三 境内自然人 0.76% 13,570,070 10,177,552   

吉峰 境内自然人 0.47% 8,438,878 6,329,158   

#逯彦龙 境内自然人 0.43% 7,667,000    

#刘静 境内自然人 0.41% 7,331,312    

王子刚 境内自然人 0.40% 7,173,654 5,380,240   

桐庐岩长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2% 5,751,100 5,751,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逯彦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2,0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575,000 股；股东

刘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582,878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748,43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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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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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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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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社会经济各行各业受到极大冲击，同时国内经济面临严峻的外

部环境，经济下行的压力持续上升。年初，公司及产业链上下游客户复工复产延迟，各项业务开展受到一

定的影响。 

   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依据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带领全体员工凝心聚

力、锐意进取，坚定不移、稳扎稳打夯实主营业务，积极采取了各项措施，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

下，稳步有序恢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贴近市场和挖掘客户需求，寻求业务突破，持续推进公司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63,101,151.84元，同比上升5.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718,983.72元，同比上升6.13%。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毛利率变动幅度较小，同时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客户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

关联方在主要客户、供应商中无直接或间接拥有权益。 

    公司主要工作开展如下： 

    1、安全生产，促进公司稳步发展。公司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防疫防控制度，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落实以安全生产为前提，降本增效为核心的精细化管理体系，保证生产经营正常化、规范化。报告期内，

公司积极筹措防疫物资，加强防疫防控措施，在保证人员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提

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落实精细化管理的目标,实现了公司的稳定发展。 

    2、市场拓展，完善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梳理业务发展脉络，结合不同区域市场特点、不同业务线所处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市

场策略，加强销售能力建设，开发新客户；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优化技术和解决方案，提升服务品质，提

高客户满意度，增强客户粘性。优化国内传统业务结构，增强竞争力。 

    3、完善制度，提升治理水平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保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4、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提升信披质量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和信息披露工作，持续搭建沟通平台，完善沟通机制。报告期内，公司

不断增加信息披露的主动性，提升透明度；通过投资者电子邮箱、投资者专线电话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动易”平台等沟通渠道与投资者积极互动，多渠道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诉求，

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以及对公司的价值认同，提升公司形象，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相关人员

不断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确保公司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与及时，确保全体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

取信息。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等信息管理上做到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圆满完成信息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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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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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准则。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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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华涛 

2020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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