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0852      股票名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17-16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内部重组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公司控制范围不发

生变化，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母公司及合并报表的权益、损

益均无影响，对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一、 概述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优化资源配

置、压减法人层级、适应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实施公司内部重组。

具体重组事项如下： 

（一）从全资子公司将业务、资产、负债及人员重组剥离至公司：

拟将全资子公司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械有限”)

持有的荆州市世纪派创石油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100%股权，四机赛瓦

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65%股权，湖北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15%股权，承德江钻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24.4%股权，武汉市江汉石油

机械有限公司 15%股权，珠海京楚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1.25%股

权，以及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沙市钢管厂、中石化石油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研究院、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第三机械厂、中

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第三机械厂潜江制造厂 4家分公司相关

业务、资产、负债及人员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整体重组剥离至公司。 

（二）将公司钻头钻具业务、资产、负债及人员重组增资注入全

资子公司：拟将公司现有的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钻制

造厂、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江钻分公司和中石化石油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等 3家分公司业务、资产、负债及人员通过增

资方式重组注入全资子公司江钻国际贸易（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钻国贸”）。 

上述重组剥离和增资事项基准日为 2016 年 12月 31 日。内部重

组基准日至实际实施日期间发生的资产及负债变动情况将据实调整。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内部重组已经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本次内部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内部重组所涉各方基本情况 

（一）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庙山小区华工园一路 5 号 

注册资本： 598,157,690 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永金（代） 

成立时间：1998年 09 月 28 日 

经营范围：石油钻采、油气集输、海洋工程、天然气应用、化工、

环保、新材料、新能源开发等装备、装置、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



 

 

租赁和服务；钻头、钻具、管汇、阀门、井下工具、仪器仪表及相关

软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租赁和服务；直缝埋弧焊钢管、螺旋埋弧

焊钢管、直缝高频焊管、压力管道管件、压力容器的研发、制造、销

售、防腐、涂敷和服务；天然气销售、燃气工程及燃气设施的施工及

服务；产品质量检测、检验技术研发及技术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企业管理服务、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用户培训、劳务服务；住

宿及餐饮服务(仅限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二）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光谷金融港

A2 座 12层 

注册资本： 30755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永金 

成立时间： 2012年 12 月 26 日 

经营范围：石油工程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压力管道管

件、直缝埋弧焊钢管、螺旋埋弧焊钢管及直缝高频焊管的研发、制造、

防腐和销售（有效期至 2019 年 3 月 29 日）（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

安全环保设备及器材制造、销售和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

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钢管防腐与涂敷；机械设备租

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

有其 100%的股权。  

（三）江钻国际贸易（武汉）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庙山小区华工园一路 5 号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钟军平 

成立时间： 2007年 08 月 21 日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

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农业机械、汽车零配件、摩托车

零配件、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文化办公机械、金

属材料、服装、百货、文化用品、纸张、油墨、印刷机械、摄影器材、

瓷器、餐具零售及批发。 

江钻国际贸易（武汉）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

持有其 100%的股权。 

三、拟从全资子公司重组剥离至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 

（一）本次重组剥离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协议转让价格以审

计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为基准确定。 

（二）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拟重组剥离的资产总

额为 183,060.6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6,979.31 万元，净资产为

16,081.32 万元。 

本次拟重组剥离的相关资产、负债不存在抵押、质押、重大诉讼

或仲裁事项。 

（三）在本次重组剥离的资产中，含机械有限持有的 2家子公司

及 4 家联营企业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1、四机赛瓦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机械有限持有股权比例：6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西环路 



 

 

法定代表人： 谢永金 

注册资本：1848 万美元 

成立时间： 1992年 06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石油固压（酸化）成套设备、油田井下

工具、石油特车及石油工程服务、石油电子产品及软件（国家有专项

审批规定的，未取得相关审批文件不得经营）。 

2、荆州市世纪派创石油机械检测有限公司 

机械有限持有股权比例：10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荆州区龙山寺街 1号 

法定代表人： 王庆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09年 07 月 02 日 

经营范围：石油及天然气钻采设备质量检测、检测评估、质量监

造及鉴定试验，材料及产品理化分析、无损检测；石油及天然气钻采

设备检验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服务。 

3、承德江钻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有限持有股权比例：24.4%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承德市双桥区南山街道５号 

法定代表人：刘学中 

注册资本：14639万元 

成立时间：1999年 12 月 28 日 

经营范围：石油机械及钻采配件、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配件制

造、销售；石油机械、普通机械、电器机械维修和技术服务；新材料



 

 

技术的开发、研制、服务；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铭牌设计制

造；仪表仪器、工艺制品制造、销售；水暖、电器安装（未取得专项

审批许可的项目除外）。 

因公司现持有承德江钻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75.6%的股权，此

次重组剥离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承德江钻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 

4、湖北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机械有限持有股权比例：15%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号 

法定代表人：杨志钢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4年 11 月 03 日 

经营范围：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的设计、建造、安装、调试、总

包；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工程装备、海洋工程配

套设备的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设计、试验与试制；工程技术服务、

工程管理咨询服务、质量管理服务、技术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5、珠海京楚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机械有限持有股权比例：31.2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 47 号光大国际贸易中心 3003室 

法定代表人：吴坚 

注册资本：1056 万元 

成立时间： 2000年 01 月 27 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自动变速箱、柴油发动机及配件、液压

气动元件、石油钻采设备及配件、建筑材料；油田新产品新技术推广

应用、石油钻采设备的安装、维修及技术服务（需其他行政许可项目

除外，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按珠外经字〈2001〉180号文

开展进出口业务。 

6、武汉市江汉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有限持有股权比例：1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武汉市东西湖吴家山田园路 1000 号（10） 

法定代表人：冷继先 

注册资本：6666 万元 

成立时间： 2002年 12 月 12 日 

经营范围：石油石化成套设备及零配件、水处理环保设备制造、

销售及配套服务；井下作业、钻井、录井、测井、固井、泥浆、井控、

下套管、完井、酸化、试井、修井、测试、堵水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和

技术咨询；井口装置及采油（气）树、井控设备、油田地面计量、油

田自动化设备设施的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除外）。 

（四）在完成此次协议转让相关审批程序后，公司和机械有限将

办理相关的债权债务转移。若本次重组剥离涉及的负债因未能取得债

权人的同意，致使机械有限被债权人追究责任的，由公司和机械有限

协商解决。 

四、拟重组增资注入全资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 

（一）本次重组增资以公司对江钻国贸增资的方式进行，增资

额以审计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为基准确定。 



 

 

（二）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拟重组增资注入的

资产总额为 117,850.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84,691.47 万元，净资产

为 33,159.05 万元。 

本次拟重组增资注入的相关资产、负债不存在抵押、质押、重大

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江钻国贸注册资本拟变更为 30,000 万元，即重组注入净

资产增加实收资本至 30,000 万元，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四）本次重组增资完成后，江钻国贸将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变

更其经营范围。 

（五）在完成此次增资相关审批程序后，公司和江钻国贸将办理

相关的债权债务转移。若本次重组增资注入涉及的负债因未能取得债

权人的同意，致使公司被债权人追究责任的，由公司和江钻国贸协商

解决。 

五、员工安排 

本次内部重组不涉及人员具体工作岗位的变化，所涉人员的劳动

关系公司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办理。 

六、内部重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实施的相关业务的资产、负债及人员的内部重组，是公司在

现有业务板块内调整组织架构，实施业务分类管理，有利于优化资源

配置，促进公司更好发展。 

本次内部重组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公司控制范围不发生

变化，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母公司及合并报表的权益、损益

均无影响，对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拟实施的内部重组，有利于加强公司业务管理，理顺公



 

 

司管理架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本次内部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内部重组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4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