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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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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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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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702,25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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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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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1

965,565,841.38

上年同期
494,104,945.7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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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327,003.78

14,971,690.39

39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0,344,727.01

10,699,741.97

557.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433,701.74

68,867,083.87

115.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10

0.0217

227.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10

0.0217

227.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0.88%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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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3,410,527.99

3,060,713,254.65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64,124,850.64

2,278,644,256.93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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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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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019,366

质押

144,500,000

周利飞

境内自然人

5.64%

59,133,281

质押

58,000,000

廖鹏

境内自然人

4.20%

44,006,162

张义贞

境内自然人

1.55%

16,233,036

潘悦然

境内自然人

1.31%

13,751,925

苏乾坤

境内自然人

0.98%

10,269,918

曹文浩

境内自然人

0.98%

10,255,559

杨成三

境内自然人

0.76%

7,982,394

王子刚

境内自然人

0.70%

7,325,973

顾静琦

境内自然人

0.66%

6,93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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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苏乾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950,192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319,726 股；
股东赖颖雄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75,3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386,680 股；股
东刘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540,26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078,667 股；股东
曹建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710,0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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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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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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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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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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正确带领下，公司按照既定发展战略，开拓进取，奋力拼搏，促进公司各方面
工作取得了健康快速发展。
1、煤机生产、煤炭销售和采煤服务：公司煤机、煤炭销售和采煤服务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70,450.81
万元，同比增长78.99%，实现了大幅增长。此次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煤炭市场持续回暖，由于公司在行
业内声誉较好，客户忠诚度较高，市场回暖后客户优先选用公司产品，致使公司订单持续增加，产品销售
价格也得以不断提升。
2、网络游戏及互联网服务板块：前几年，公司原主营业务正值煤炭煤机行业形势低迷，公司效益持
续下滑。为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制定了进军互联网领域的战略，拟通过将具
有行业竞争优势的网络游戏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将公司转型为“煤机生产、煤炭销售和采煤服务”+
“网络游戏及互联网服务”双主营业务发展模式，优化资产结构、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于2017年8月30日获证监会有条件通过，11月6日证监会正
式予以批复。
报告期内，麟游互动实现销售收入13,901万元，占公司比重较重，给公司带来了较好的业绩。
3、子公司业务：为适应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双主业发展的多元化经营战略，优化资源配置，理顺业
务模块，明晰母子公司权责，公司新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矿机华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2018年5月
31日为基准日，将公司本部的煤机生产和煤炭销售等相关的业务（包括相对应的资产、 负债）划转至华
能装备，同时，根据“人随业务、资产走”的原则，将划转业务相关的人员转移至华能装备，并将公司持
有的从事煤机生产和煤炭销售等业务关联度较高的 4 家全资子公司股权和 3 家控股子公司的股权划转
至全资子公司华能装备，股权划转后，上述 7 家子公司成为华能装备的子公司，该内部资产划转事项已
于2018年7月20日调整完毕。
业务调整后，母公司将重点突出在战略投资、资本运作、子公司监管等方面的职能，对各业务版块通
过经营管理层的分管及内部制度的完善、考核来实现对整合后业务的管理与监督。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加大对子公司的管控，加大对其资源整合和产业调整，保障其健康稳定发展。
4、内控建设：在公司快速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新业务向前推进的关键时期，内控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报告期内，公司内控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尤其是风险控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5、信息披露工作：公司非常重视信息披露工作，报告期内，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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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等信息管理上做
到高标准、严要求，圆满完成信息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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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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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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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