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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21-059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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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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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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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31-86407826 0731-86407826 

电子信箱 wangjian2@sunward.com.cn yigm@sunward.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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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6,669,256.23 4,379,818,025.85 5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1,553,680.43 398,581,701.79 3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63,591,660.04 357,153,683.26 2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0,768,785.39 269,202,969.35 126.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88 0.3665 33.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88 0.3659 33.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3% 7.71%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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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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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4,656,564.85 17,358,380,269.93 1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51,059,339.19 5,305,456,642.49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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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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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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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93,848    

何清华 境内自然人 13.54% 147,241,031  质押 103,70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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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54,614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5% 9,288,9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4% 8,040,315    

苏州工业园区

鲁鑫创世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6,24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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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勇 境内自然人 0.42% 4,615,230    

杨益涛 境内自然人 0.28% 3,000,000    

黄金城 境内自然人 0.21% 2,3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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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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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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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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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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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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融资租赁公司的议案》。公司与

全资子公司 Avmax Group Inc.（以下简称“Avmax”）拟共同出资 800 万美元成立融资租赁公司。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500 万

美元，出资占比 62.5%；Avmax 认缴出资 300 万美元，出资占比 37.5%。（公告编号：2020-043） 

为满足战略发展需要，加快产业金融相关业务布局及拓展，公司拟变更该投资事项，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2021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拟设立融资租赁公司投资事项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Avmax 与广州万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宝租赁”）拟共同出资 5 亿元

（或等值外币）成立融资租赁公司，其中，山河智能认缴出资 7,500 万元，出资占比 15%；万宝租赁认缴出资 30,000 万元 出

资占比 60%；Avmax 认缴出资 12,500 万元，出资占比 25%。（公告编号：2021-020） 

报告期内，暂未取得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2、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2021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合同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贵州大龙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签署《贵州大龙年产 10 万吨负极材料与石墨超高提纯应用项目投资合同》。（公告编号：20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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