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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21-013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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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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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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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煤机生产销售和网络游戏及互联网服务两大板块。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生产经营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疫情期间，公司积极推动复工
复产，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公司经营及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董事会带领下，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规划

目标及年度经营计划，坚定以“四化战略”为指引，克服种种困难，持续推动各项工作有效开展，各方面

工作取得稳定发展。 

1、煤机生产销售方面： 

公司煤机产品主要有液压支架、刮板输送机、皮带机等煤矿井下支护、运输设备整机及配件。公司在

煤机板块上致力于打造综合成套设备配套，并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提升自动化水平，提升客户满意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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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主要产品现已形成系列化、规模化，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良好的声誉，并积极开拓国外市场。

针对煤机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公司抓住国家“公转铁”的契机，大力发展运量大、效率高、绿色环
保的地面皮带机，并积极探索散料输送运维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网络游戏及互联网服务方面： 

公司通过对现有产品深耕细作，挖掘潜力，对新产品拓展渠道，拓展新流量，使该业务保持良好的发
展态势，2020年，网络游戏板块收入稳步增长。 

3、公司其他业务板块也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稳步发展。根据国内外当前疫情形势和经济环境，

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将继续加大对各业务板块的考核与监督，对于具有发展空间的业务，继续加大

支持力度，提升业绩；对于不能具备良好业绩表现的板块，择机整合调整，从而提升公司管理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煤机生产销售板块受新冠疫情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影响，业绩有所下滑。但公司总

体收入与上年基本持平，充分体现了公司的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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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2,090,184,135.39 2,177,723,268.49 -4.02% 1,874,122,63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5,535,496.06 189,510,721.05 -44.31% 152,599,47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993,268.48 185,676,656.44 -54.76% 152,370,427.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86,481,956.68 387,666,631.22 -0.31% 189,654,40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2 0.1063 -44.31% 0.0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2 0.1063 -44.31% 0.0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5% 7.47% -3.52% 6.43%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年末 

资产总额 3,473,401,986.27 3,399,852,026.37 2.16% 3,174,718,62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725,349,887.65 2,632,200,540.76 3.54% 2,441,970,6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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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946,132.92 591,155,018.92 543,110,291.43 483,972,69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9,071,149.77 70,647,833.95 70,486,230.32 -84,669,71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034,278.71 68,231,093.83 67,789,445.92 -95,061,5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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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7,174,417.07 118,790,186.09 122,380,683.79 68,136,6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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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0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8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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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37,0

00 
30,157,974 质押 30,157,974 

廖鹏 
境内自然

人 
1.89% 

33,664,8

05 
22,443,143   

张义贞 
境内自然

人 
1.38% 

24,575,0

00 
   

杨成三 
境内自然

人 
0.76% 

13,570,0

70 
10,177,552   

#陈建伟 
境内自然

人 
0.54% 

9,665,27

5 
   

#逯彦龙 
境内自然

人 
0.48% 

8,637,82

3 
   

吉峰 
境内自然

人 
0.47% 

8,438,87

8 
6,329,158   

王子刚 
境内自然

人 
0.40% 

7,173,65

4 
5,380,240   

#刘振君 
境内自然

人 
0.36% 

6,480,7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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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陈建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8,645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9,636,630
股；股东逯彦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637,823

股；股东刘振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480,70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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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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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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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社会经济各行各业受到较大冲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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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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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和智能化速度，持续推进公司稳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90,184,135.3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5,535,496.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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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

现了公司稳定发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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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发展需求，密切关注公司的规范化运作，保证公司经

营合法合规和资产安全，并不断对管理机构进行优化，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使公司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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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尽职尽责，改善运营能力。董事会与公司管理层及业务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交流，并多次深入子

公司现场调研，在全面了解有关安全生产、技术质量、能源环保、公司治理等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思

路，对改善公司运营起到了积极作用。 

4、不断学习，提升信披质量。公司非常重视信息披露工作，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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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加大激励，持续激发活力。公司建立了与公司业绩和长期战略紧密挂钩的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公

司薪酬结构体系，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保持显著的自发性的精神与活力，整体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带领下，按照既定发展战略，开拓进取，奋力拼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以公司健康、规范、持续发展为目标，本着重诚守信、顾客第一；创新改进、质量第

一企业理念，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己任，注重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本运营工作，注重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做到客户满意，员工满意，股东满意，社会

满意。同时，加强合规和内控，不断完善公司内部管理，不断提升公司品牌及价值，实现公司的稳健和可

持续发展，更好地回报股东、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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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机械设备 
1,399,250,08

6.20 

229,003,707.

84 
27.72% -6.15% -3.26% -3.06% 

网络游戏 
378,168,322.

98 

42,641,284.5

8 
24.08% 5.51% -47.61%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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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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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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

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合并报表：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账款 195,896,198.50 195,896,198.50 - 

合同负债  173,515,745.28 173,515,745.28 

其他流动负债  22,380,453.22 22,380,453.22 

母公司报表： 

项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账款 145,752,380.69 145,752,380.69 - 

合同负债  128,984,407.69 128,984,407.69 

其他流动负债  16,767,973.00 16,767,973.00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该项会计政策变

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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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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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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