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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7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1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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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独立董事张宇锋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授权独立董事张树明代为出席并表

示赞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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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84,656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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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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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以宏 宋文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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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 1 号楼 B 座 32F 

传  真 （0531）86018518 

电  话 （0531）86920495  88725687 

电子信箱 sd000407@sina.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公司在全国从事清洁能源天然气业务推广和应用，为工业、商业、居民等领域

提供天然气应用服务，在交通运输领域为使用天然气的车辆提供天然气供应，并在天然气创

新领域提供解决方案。 

清洁能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公司致力于发展和推广清洁能源，为建设美丽中国做

出贡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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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596,360,862.81 5,348,283,403.38 -14.06 4,675,800,10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2,314,776.28 133,427,291.24 6.66 102,530,65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6,600,332.66 124,438,974.19 -22.37 100,856,917.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49,780,536.63 590,797,664.03 -23.87 283,942,405.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5 6.67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5 6.67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3 5.70 上升 0.13 个百分点 4.61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元） 6,752,489,856.50 6,509,313,976.27 3.74 6,427,026,61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57,702,562.24 2,422,019,704.99 1.47 2,271,492,5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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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注：扣非后的净利润有所降低主是系公司调整温州公司股权交易方案导致的公允价值变

动计入非经常性会计科目所致；销售收入有所降低主要系公司战略调减非主营贸易规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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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710,449.92 1,047,347,347.84 978,843,248.34 1,707,459,81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98,668.85 58,818,060.39 48,837,193.50 15,460,85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47,446.15 56,345,265.06 45,589,226.02 -23,781,604.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8,756,376.53 341,984,703.04 12,547,005.63 294,005,2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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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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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8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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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9 87,886,314  质押 22,450,000 

广州润铠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4 61,934,958  
质押 61,924,997 

冻结 61,934,958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6 48,939,641    

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5 28,627,829    

孙冠杰 境内自然人 3.07 27,0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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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齐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7 18,220,143    

山东诺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6 18,114,090    

闫长勇 境内自然人 1.72 15,101,119    

无锡亿利大机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3 12,603,600    

成都云知道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 11,463,9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根据 2020 年 7 月 10 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1 年 1

月 26 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第四、第五、第八名

股东现为一致行动人。 

根据 2021 年 1 月 26 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广州润铠

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就表决权委托事项签署了《表决权及投票权委

托协议》，广州润铠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6193 万股对应的股东权利委托给广安合杉海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行使，委托期限为《表决权及投票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

一年。 

此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孙冠杰”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023,600 股，合计持有 27,023,600 股；股东

“成都云知道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31,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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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2,399 股，合计持有 11,463,99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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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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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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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二、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概述 

2020 年，面对新冠疫情、经济及行业下行带来的严重冲击，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监事

会的监督下，一方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另一方面面对严峻经营形

势，积极应对，勇于创新，深入贯彻安全发展理念，加大市场开拓，加强内控监督，夯实基

础管理，大力处置低效资产，进一步提升资产质量，公司逆势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96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42 亿元，净利润

同比增长 6.66%。 

（1）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克服一季度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及时进行市场开发部署和

“N”业务拓展大行动，通过多措并举努力降低用户成本，目前公司天然气用气户数累计超

过 110 万户，售气量不断创出新高，扣除资产处置等因素影响，公司控股企业经营业绩大幅

提升。 

①报告期，公司紧抓市场龙头，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市场策略攻关研究、经验互享、

市场开发竞赛等灵活多样的开发策略和措施，大力推动市场开发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

绩。 

②报告期，公司坚持创新理念，依托天然气主业，全力推进增值业务平台搭建，快速布

局“N”业务，加快推进向“生活服务商”的战略转型步伐，激发公司发展新动能。 

③报告期，公司大力倡导和弘扬“工匠”精神，通过开展技术比武、“胜利匠造”、“胜利

匠星”评选等活动，为夯实公司基础管理，推进公司向管理一流、效益一流、人才一流的杰

出企业迈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④报告期，公司加快推进信息化、智慧化建设，通过科技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和管理

质量。 

⑤报告期，公司装备材料制造业紧抓市场机会，大力开拓水管等多领域市场，加强现金

流管控，创新业务品类及新市场，经营业绩大幅提升。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2）报告期，公司积极推动参股公司青岛胜通海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所属剩余土地收储

工作，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填海土地实现收益，将对公司发展提供发展新动力。 

（3）报告期，公司财务系统积极推进业财结合、优化资产结构等工作，为服务公司生产

经营发挥了重要作用。 

（4）报告期，公司积极与相关部门对接，灵活利用疫情政策，特别是低息融资、减税降

费等扶持政策，推进公司产业健康发展，效果显著。  

（5）报告期，公司团队及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积极推行员工关爱活动，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团队建设和教育活动，公司员工士气更加饱满，凝聚力和幸福感进一步提升，公

司形成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报告期销售收入有所降低主要系公司战略调减非主营贸易规模所致，扣非后的净利润有

所降低主是系公司调整温州公司股权交易方案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非经常性会计科目所

致。 

2．核心竞争力分析 

天然气产业：（1）作为国家重点提倡的清洁能源，该产业具有较好的发展机遇和市场空

间；（2）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拥有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3）拥有多层次的气源供

应体系；（4）拥有较高层次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和燃气管理能力；（5）搭建起覆盖天然气运输

管线、城市特许经营管网、加气母站及子站、焦气洁能、LNG 加工厂等天然气业务领域的业

务架构体系，具有较好的协同效应；（6）专业化经营能力、创新能力；（7）拥有良好的资本

支持体系；（8）装备材料制造业务与公司天然气产业间具有业务互补和合作客户共享优势；

（9）以用户为本，为用户提供多元化增值服务，增加客户粘性，为公司未来延伸业务提供持

续扩大的发展空间；（10）公司持续致力于创新业务，以前瞻性思维部署和发展清洁能源综合

应用。 

装备材料制造产业：是国内最具实力的聚乙烯（PE）管道供应商之一，为中国塑料加工

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单位和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核心成员单

位。作为聚乙烯管道行业著名品牌，多年来一直担当本公司、港华燃气、华润燃气、中国燃

气、中石油昆仑燃气、新奥燃气、香港水务等大型公用事业公司的主要供应商。高品质的产

品、知名品牌为该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3．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十四五”期间，中国天然气消费预计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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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天然气行业上下游竞争与合作并存，上游企业将携带气源优势进一步向下游延

伸，同时上游企业之间也在加大竞争力度，下游企业在气源供应方面将与下游企业进行更紧

密的合作。政府将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强监管的同时推动自由竞争。 

（2）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目前以天然气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业务为主，对该行业公司将以国际化和产业链思维

推动天然气业务发展，通过大贸易、大流通，做大做强增值业务，并跟踪研究氢能、海洋能

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由传统单一能源服务商向综合能源服务商推进。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策和领导下推进战略发展工作。 

（3）经营计划 

天然气业务方面，公司在纵向上将站在产业上下游和全球化视野的角度，以产业链和大

贸易思维做好业务创新和发展工作；在横向上将充分利用公司内外部资源，包括设备设施、

气源、客户及同行企业推进业务协同和共享，加快改革和管理提升步伐，实现资源利用最大

化和效益最大化；加快后煤改气时代的业务创新开发，通过“N”业务打造未来新的利润增

长极。通过多措并举实现公司稳定可持续发展。 

装备材料制造业方面，将在立足传统的燃气管业务之外，积极开发水管市场，积极布局

其他与技术相通的市场和领域，加大产业链延伸与创新，向附加值更高的下游领域拓展。 

（4）资金供需计划 

2021 年，公司建立与发展相匹配的资金供需计划，在自有资金之外，多渠道开拓融资途

径，优化融资结构，降低单位财务成本。 

（5）可能面对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①天然气产业的风险主要为上游企业直供、行业政策改革、天然气价格波动，对公司主

营业务盈利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解决措施： 

一是进一步做好服务与品牌提升，开展市场开发大行动，夯实基础管理，从服务上下功

夫，深挖防止直供的隐形护城河； 

二是进一步提升公司低价气源的获取能力，通过与上游协同、产业链大贸易行动，以及

加强与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和国家管网公司的合作，努力降低气源成本； 

三是推进业务创新，通过主业衍生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综合性服务能力，

充分利用已有市场资源提升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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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认真研究行业政策，紧随政策的变化调整运营和服务，始终保持合规化、规范化运

营。 

②装备材料制造业的风险主要为行业结构性产能过剩和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解决措施： 

一是充分利用品牌、质量、技术和规模等综合优势，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在维护好

老客户关系的基础上，下大力气开发新客户； 

二是利用技术优势拓展新业务，发展包括供排水管道、PE 管件、热力管道、海洋牧场网

箱等新业务，积极参与下游产业链延伸，提高装备制造产业的效能和附加值； 

三是加大行业跟踪和研究，进一步做好上游原材料的价格波动研判，并通过以销定采模

式，规避经营风险。 

（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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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业务 3,537,375,023.35 330,557,716.58 18.66 -2.97 3.05 上升 0.97 个百分点 

其中：天然气终端销售

业务 
2,627,481,131.52 324,853,157.35 24.90 -4.32 4.75 上升 1.81 个百分点 

天然气贸易业务 909,893,891.83 5,704,559.23 0.63 1.12 -46.45 下降 0.56 个百分点 

装备材料制造业 1,047,392,884.39 42,098,181.10 10.87 13.41 6,791.10 下降 3.77 个百分点 

油品贸易业务 9,066,401.71 -255,875.76 24.60 -98.83 -113.70 上升 21.53 个百分点 

其  他 2,526,553.36 -67,884,382.48 80.66 -33.78 -89.38 上升 30.78 个百分点 

（四）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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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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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增减（%） 

销售费用 225,501,617.90 299,122,038.39 -24.61 

管理费用 136,118,169.43 148,528,785.96 -8.36 

财务费用 87,151,318.74 78,185,696.96 11.47 

研发费用 28,135,939.75 19,279,557.41 45.94 

营业收入 4,596,360,862.81 5,348,283,403.38 -14.06 

营业成本 3,818,187,748.92 4,542,511,783.85 -15.95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422,824.19 14,531,957.39 -7.63 

信用减值损失 -3,362,290.95 478,607.70 802.52 

资产减值损失 -58,897,201.05 -18,705,697.80 214.86 

其他收益 8,411,707.55 4,183,605.22 101.06 

投资收益 28,219,296.81 58,268,685.86 -51.57 

资产处置收益 7,269,121.20 718,169.60 912.17 

营业外收入 3,512,401.35 4,901,006.17 -28.33 

营业外支出 10,474,874.76 2,999,378.59 249.23 

所得税费用 81,916,930.90 84,128,378.82 -2.63 

利润总额 297,553,166.03 288,082,254.50 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314,776.28 133,427,291.24 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96,600,332.66 124,438,974.19 -22.37 

►重大变动说明： 

（1）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与合同相关的履约成本计入

营业成本所致。 

（2）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天然气业务公司及装备材料制造公司加大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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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所致。 

（3）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油品贸易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及实施新收入准则影响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较上期增加所致。 

（5）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稳岗补贴和税收减免等较上期增加所

致。 

（6）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参股公司收益降低所致。 

（7）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天然气业务公司管线改迁导致的固定资产

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8）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期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调

整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有限公司交易方案，导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4,020 万元，计提对

温州公司的商誉减值准备 3,544.91 万元，抵减后增加胜利股份当期净利润 475.09 万元，由于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因此计算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降低。 

（六）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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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

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企业会

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

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

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

判断标准，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三、（二十三）。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依据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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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

同负债。 

本公司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采用

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除财务报表列报以外无重大影响。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

影响汇总如下：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20

年 1 月 1 日余额 

资产：    

应收账款 417,963,503.31 -36,543,858.84 381,419,644.47 

合同资产  36,543,858.84 36,543,858.84 

负债：    

预收款项 689,379,949.16 -689,379,949.16  

合同负债  633,004,563.60 633,004,563.60 

其他流动负债  56,375,385.56 56,375,385.56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20

年 1 月 1 日余额 

负债：    

预收款项 21,451,128.38 -21,451,128.38  

合同负债  18,983,582.31 18,983,582.31 

其他流动负债  2,467,546.07 2,467,5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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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 年 8 月，公司原公司威海润利能源有限公司，因不符合公司战略需要，对其

予以注销清算，截至报告期末已清算完毕，因此本期不再将威海润利能源有限公司纳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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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2）报告期，公司新设立淄博绿川如易燃气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温州胜燃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重庆利邦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东阿县瑞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濮阳市博源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濮阳晟利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安阳北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本期将上述公司

纳入合并范围。 

上述各子公司的成立或注销均依据公司章程和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达到披露标准的均进行了临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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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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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