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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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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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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议案：经审计，

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负，因此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道森股份 60380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新玉 方骏忠 

办公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兴太路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兴

太路 

电话 0512-66732011 0512-65995066 

电子信箱 dsdm@douson.cn Fang_junzhong@douson.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及页岩气钻采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井口

装置及采油（气）树、井控设备、管线阀门、顶驱主轴等油气钻采设备。 

1、井口装置及采油（气）树：油气井最上部控制和调节油气生产的关键设备，主要有套管头、油

管头、采油（气）树三部分组成。基本作用是通过调节生产井口的压力和油（气）井口流量进行

控制性采油、采气，保证各项井下作业施工安全，便于油井日常的生产管理。由于井口压力大、

油气的流速高、易渗漏并通常伴有腐蚀性介质等特征，井口装置对于井口的安全及日常生产作业

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2、井控设备：其作用是在钻井过程中引导与控制钻井内高压油气流，防止发生溢流、井涌、井喷，

是确保钻井作业安全的必备装备。由防喷器、节流压井管汇及防喷器控制装置等设备组成。 

3、管线阀门：其作用是控制管道中介质的接通与截断，调节流量、控制温度、防止回流、调节和

排泄压力。用于石油、石化、天然气等相关工业管道系统，主要包括闸阀、球阀、止回阀等。 

4、顶驱主轴：是顶驱装置的一个重要部件，顶驱装置是现代钻机的核心部件之一，主要应用于钻

井阶段，其作用是将动力从井架的顶部直接驱动钻具进行旋转钻进，以实现油气井的快速钻进。 

作为国内优质的钻采设备供应商，公司具备较强的技术研发和生产能力、完善的销售渠道及品牌

优势。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及页岩气等油气资源的钻探、开发、生产等领域，主要

客户包括 GE 油气、卡麦龙、卡克特等海外大型油气设备及技术服务公司，并已取得中石油、中

石化、中海油供应商资格，国内市场稳步拓展。公司全球客户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阿根廷、英国、伊朗、卡塔尔、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公司采用的是“以销定产、以产定购”的经营模式。由于油气钻采设备技术工艺复杂，个性化程

度较高，国内企业通常采用订单型模式开展业务，通过参加国内石油公司、油田或国外大型石油

设备制造企业的招标，中标后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生产。对于少数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通用产品，

则一般通过预先安排生产的备货型业务模式进行经营。这种业务模式通常用以满足长期合作的客

户对某些通用型产品的常规需求。在取得销售订单后，公司再根据订单及时安排生产采购计划。 

2016 年度，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呈现全年低位盘整的趋势，WTI 原油期货 NYMEX 原油价格围绕 50

美元/桶上下波动，全球油气公司业绩持续恶化，资本性开支保持低位水平，部分油气公司陷入财

务困境甚至破产，油田服务和设备市场低迷不振；公司营业收入、毛利水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同比大幅下降；同时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增加研

发、加快区域布点，为 2017 年业绩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232,327,859.36 1,258,759,149.39 -2.10 942,907,914.10 

营业收入 416,710,326.45 590,323,431.83 -29.41 960,636,21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0,039,602.07 27,608,580.76 -317.47 107,677,66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7,631,053.46 26,229,093.28 -357.85 109,691,90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06,906,139.90 991,277,543.23 -8.51 493,987,92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589,989.55 59,858,274.58 -184.52 128,268,348.0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887 0.1770 -263.11 0.6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887 0.1770 -263.11 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34 5.79 减少12.13个百分

点 

24.1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5,025,584.64 111,815,300.68 87,299,241.57 142,570,19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071,493.86 -10,768,094.54 -7,542,953.02 -21,657,06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0,601,714.66 -9,608,412.06 -11,112,109.20 -26,308,817.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216,918.57 25,681,050.05 24,571,773.19 -59,625,894.2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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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89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92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苏道森投资有

限公司 

0 81,432,000 39.15 81,432,000 质押 6,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宝业机械公司 0 54,288,000 26.10 54,288,000 无 0 境外

法人 

苏州德睿亨风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0 4,680,000 2.25 0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苏州科创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0 4,680,000 2.25 4,68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黄霜霜 1,215,000 1,215,000 0.58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胡菊 1,101,200 1,101,200 0.53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谢丽燕 965,938 965,938 0.46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夏卫元 900,000 900,000 0.43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广东粤财信托有

限公司－粤财信

托－民生越顺玖

号集合资金信托

827,300 827,300 0.40 0 未知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计划 

周泉兴 800,000 800,000 0.38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呈现全年低位盘整的趋势，WTI原油期货 NYMEX原油价格围绕 50美

元/桶上下波动，全球油气公司业绩持续恶化，资本性开支保持低位水平，部分油气公司陷入财务

困境甚至破产，能看到亮点的只剩下成本优势明显的中东等少数几个油气区块。尽管油气价格没



有很好的表现，但油气产量并没有减少，公司海外重点市场表现较好，如美洲市场。北美属于非

常规油气比重最高的地区，由于生产储量消耗周期为 2 年左右，触发投资周期拐点，油田设备和

服务市场于 2016年年中率先触底反弹；除北美之外的常规油气因为生产储量周期长于 3年，报告

期内投资尚未触底反弹，可能延后一年左右。国内市场，石化产业利润整体大幅下滑，国内主要

石油公司一再缩减投资，市场需求极度萎缩；与此同时，石油公司内部优先政策使得公司在国内

市场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行业低谷的所有影响都在继续，收入下降，毛利率下降，费用率提高，净利润下降更快，下半年

订单好转的业绩反应绝大部分在 2017 年。2016 年全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41,671.03 万元，

同比减少 29.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03.96万元,下降 317.47%。 

主要开展情况： 

（1）以订单为目标，确保销售目标的完成：2016 年，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使得诸多行业与市场

竞争激烈，石油设备行业也不例外。加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处于 50 美元/桶上下波动的低位，全

球油气公司勘探开发支出继续维持在低水平，油田服务和设备市场的价格竞争异常激烈。逆境是

困难，是挑战，同时更是机会。由于公司的客户基础比较扎实，全年销售收入的下降幅度控制在

30%以内。公司坚持以服务、质量、交期巩固高端市场的客户群，坚持与油气钻采行业国际知名企

业的合作，同时走到油气开采成本较低的区块与国内外客商面对面接触，进一步拓展了外销渠道，

增加了新的客户群。 

（2）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公司一直重视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工作，依托募集资金研发中

心项目的建设成果，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做在实处。2016年度完成了相关的产业化技改

项目、阶段性课题研究，同时获得相关产品的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公司的技术工作重点放在降本

增效、节能降耗、工艺提升品质等方面，为来年订单量继续攀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3）强化成本控制，确保生产数量、质量双稳定：面对订单小型化的趋势，生产调度与生产车间

密切配合，立足于成本控制目标，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自动化控制，狠抓质量管理，优化人员，

在产品单位消耗和能源消耗方面下功夫，在关键的工艺环节增加 SAP 现场控制，以确保现有产能

的最大发挥。 

（4）加强基础管理，推进制度建设：公司在上市第一年的规范运作过程中持续加大了管理力度，

将制度的执行力放在首要位置，使得企业整体运行更加科学化。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现代企

业制度的要求，形成了职责明确、结构合理的运行体系，使生产和销售、管理和监督、一线和后

勤、安全和能耗等方面的工作既有其专门职能、又能相互的配合沟通，以营销带动生产，以生产



促进销售。后续将更加积极有效地加强财务和内控、信披等方面基础性管理，完善相关制度，充

分保护好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更好地融入上市公司集体。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增加“道森（香港）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