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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7                           证券简称：开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6 

开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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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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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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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山股份 股票代码 30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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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军  

办公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经济开发区凯旋西路 9 号  

电话 0570-3662177  

电子信箱 yang.jianjun@kaishangroup.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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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792,912,786.69 1,414,926,019.89 1,419,393,273.53 2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454,038.04 118,055,220.79 118,116,614.36 2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43,615,883.92 108,618,351.07 108,513,142.69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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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8,762,345.08 56,731,104.53 59,537,834.44 82.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14 0.1376 0.1377 9.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14 0.1376 0.1377 9.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3.21% 3.20% -0.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1,225,081,900.31 10,961,844,736.93 10,991,023,191.56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26,891,145.32 4,746,763,769.16 4,762,439,851.19 1.3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80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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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山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3.49% 630,897,216 135,635,018 质押 268,850,000 

曹克坚 境内自然人 5.01% 49,800,000 37,350,000   

孙立平 境内自然人 1.40% 13,899,691 0   

周永祥 境内自然人 1.08% 10,767,175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8% 8,768,962 0   

周奕晓 境内自然人 0.88% 8,767,969 0   

浙江开山压缩

机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5% 6,507,086 0   

林垂楚 境内自然人 0.64% 6,342,296 0   

睿远基金－招

商银行－睿远

基金睿见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4,967,490 0   

钱永春 境内自然人 0.43% 4,24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630,897,21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3.49%，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曹克坚持有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34%的股权，为本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有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4,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30,897,216 股；公司股东孙立平通过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796,355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899,691 股；公司股东周永祥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10,697,175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767,175 股；公司股东林垂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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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096 股，实际合计持有 6,342,296 股；公司股东钱

永春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62,5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4,24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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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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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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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213号）同意，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5,635,018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1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99,999,995.98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27,026,586.96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72,973,409.02元。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开山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2021年1月5日 

 

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开山联合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故于2021年4

月14日，与开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浙江开山联合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100%股权。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开山股份：关于与控股股东进行关联交易暨股权收购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8，2021年4月14日 

 

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名称及注册地址（住所）

的议案》。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开山股份：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名称及注册地址（住所）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8，2021年4月15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设立第五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及选举其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

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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