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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3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2、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

保证或存在异议。 

3、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4、公司董事长刘会胜先生、总经理张民先生、财务总监王俊伟先生、财务管理部

部长袁青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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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15,175,516.69 1,616,734,221.23 3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047,112.00 16,838,469.19 14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9,534,316.91 13,170,046.93 200.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516,967.41 38,489,785.24 -332.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9 0.0136 14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9 0.0136 14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 0.52 增加 0.74 个百分点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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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3,333,494.34 9,561,029,842.61  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53,795,294.96 3,307,592,544.96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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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33,894.9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59,005.47 

债务重组损益 31,53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2,133.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4,985.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787.90 

合   计 2,512,795.09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

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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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0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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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62 342,765,440 183,787,28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4 40,236,1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5,314,070   0 

李春杰 境内自然人 0.38 4,698,100   0 

李彧 境内自然人 0.30 3,746,4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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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5 3,085,276   0 

齐丽杰 境内自然人 0.24 3,000,000   0 

侯鳕妍 境内自然人 0.20 2,433,800   0 

潘国红 境内自然人 0.19 2,399,900   0 

刘庆春 境内自然人 0.18 2,207,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58,978,155 人民币普通股 158,978,15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236,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236,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5,314,070 人民币普通股 5,314,070 

李春杰 4,698,100 人民币普通股 4,698,100 

李彧 3,746,471 人民币普通股 3,746,471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3,085,276 人民币普通股 3,085,276 

齐丽杰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侯鳕妍 2,433,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3,800 

潘国红 2,3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9,900 

刘庆春 2,20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国有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上述前 10 大股东中，股东李春杰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698,100 股，股东李彧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46,471 股，股东齐丽杰通过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00,000 股，股东刘庆春通过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07,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

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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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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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原  因 

应交税费 39,943,761.12 24,502,712.89 63.02 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应收账款 2,132,770,152.79 1,616,960,690.47 31.90 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69,091,093.56 111,028,416.34 -37.77 销售收入同比增加，留抵的税费减少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原  因 

营业收入 2,115,175,516.69 1,616,734,221.23 30.83 公司抓住市场机遇，销售收入同比

增加。 营业成本 1,818,434,623.95 1,374,879,723.63 32.26 

财务费用 46,246,502.51 32,360,804.58 42.91 汇兑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824,588.28 6,558,790.05 -87.43 
由于会计政策变更，与企业日常经营

相关的政府补助纳入其他收益核算。 

营业外支出 80,919.79 1,291,355.53 -93.73 
由于会计政策变更，与资产处置相

关的损益纳入资产处置收益核算。 

所得税费用 652,056.47 1,412,609.17 -53.84 部分子公司利润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9,516,967.41 38,489,785.24 -332.57 生产量增加，支付货款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9,869,452.28 13,619,328.12 192.74 

取得参股公司小松山推的分红款同

比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5,755,747.36 -19,494,280.07 1309.36 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1）保兑仓业务 

保兑仓方式主要为合作银行对本公司授予一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专项用于本公司

的代理商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本公司代理商利用上述协议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购买本

公司的各类工程机械，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代理商无法交存足额票款时，其仍未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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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库存工程机械，由公司按照协议规定承担相应的回购责任，并及时将购买款项划

入指定帐户用于偿还承兑汇票款项。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各经销商按协议开出的

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 321,309,258 元，其中光大银行 11,845,900 元，平安银行

61,687,928 元，华润银行 247,775,430 元。截止财务报告日尚未发生回购事项。 

（2）按揭业务 

按揭贷款方式是指公司与合作银行签订《金融服务合作协议》，并由公司的代理商

与合作银行签订相关从属协议。在前述合同项下，合作银行与代理商推荐的终端客户

签订按揭合同专项用于购买公司各类工程机械；当终端客户在贷款期限内连续三期未

能按时、足额归还银行贷款本息或贷款最后到期仍未能足额归还本息时或放款 90天内

未将抵押资料手续办理完毕并送达银行的，由代理商承担回购义务，如回购义务发生，

且代理商未能承担回购义务，公司承担回购义务。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该协议项

下公司与光大银行的贷款余额为 54,664,591.64 元，其中存在逾期余额 1,198,820.07

元，尚未达到合同回购条件。 

（3）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租赁方式是指公司与租赁公司签订《回购协议书》，租赁公司与代理商推荐的

终端客户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专项用于购买公司各类工程机械；当终端客户在贷款期限

内发生 3 次或 3 次以上迟延支付租金的，代理商承担回购义务；如回购义务发生，且

代理商未能承担回购义务，公司承担回购义务。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融资租赁业

务余额 207,727,425 元，均为在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的业务。其中存在逾期余

额 20,880,504元，尚未达到合同回购条件。 

（4）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方式是指公司与合作银行签定《金融服务合作协议》，合作银行

对公司授予一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专项用于买方付息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公司

代理商利用上述协议项下的票据变现来实现将其出具的收款人为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

转化为现金，以支付商业承兑汇票所附的合同价款，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期间或

到期时代理商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不能足额承兑汇票面额的，公司按照协议规定向合

作银行返还贴现资金。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额为 33,000,000

元。截止财务报告日尚未发生返还事项。 

2、其他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说明 

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初 25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经各方沟通，

公司于 2018年 4月 8日收到了济宁市新园土地整理有限公司替山东省田庄煤矿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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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5.24 万元；4月 17日，公司收到山东省田庄煤矿支付的剩余 8,174.76万元,其中

4,087.38 万元存入双方共管账户，目前相关资产正在顺利交割过程中。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2013 年 2 月 7 日，公司在实施非公开发行方案时，控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东重工集团”）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如下： 

截至本函出具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子企业目前未从事任何与山推股份的主

营业务及其他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下称“竞争业务”），未来也不会从事竞争业

务并促使本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不从事竞争业务； 

本公司承认并将促使本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承认山推股份在从事竞争业务时始终享

有优先权，针对将来面临或可能取得任何与竞争业务有关的投资机会或其他商业机会，

本公司同意在同等条件下赋予山推股份参与该等项目投资或商业交易之优先选择权。 

如违反上述任何承诺，将赔偿山推股份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上述承诺一经作出，即不可撤销，且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不再成为山推股份的

主要股东和对山推股份拥有控制权的关联方为止。 

截止目前，控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601328 
交通 

银行 
865,672.00 750,482 0.001 750,482 0.001 4,637,978.76 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投资 

期末持有的 

其他证券投资 
0 0 -- 0 -- 0 0  -- 

合计 865,672.00 750,482 -- 750,482 -- 4,637,978.76 0 --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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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 01月 0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8年 01月 2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工程机械市场情况 

2018年 01月 3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工程机械海外市场情况 

2018年 02月 0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国内市场情况 

2018年 02月 1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产品海外销售情况 

2018年 03月 0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8年 03月 1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海外市场布局情况 

2018年 03月 2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战略情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董事长：刘会胜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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