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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3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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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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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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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莫股份 股票代码 00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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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磊 渠磊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西四路 892 号 山东省东营市西四路 892 号 

电话 0546-7788268 0546-7788268 

电子信箱 quleiok@163.com qulei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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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5,435,976.79 444,364,876.95 -5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209,281.40 15,350,441.69 -40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8,008,759.54 11,623,973.30 -5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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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126,813.32 67,837,969.49 -153.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71 0.0251 -407.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71 0.0251 -407.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0% 1.50%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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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567,781.10 1,449,851,295.24 -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3,574,329.31 987,959,486.62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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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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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胜利油田长安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58% 83,085,530 0   

吴昊 境内自然人 5.58% 34,145,176 25,608,882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9% 23,200,075 0   

石河子康乾股

权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1% 11,700,000 0   

夏春良 境内自然人 1.25% 7,650,000 3,825,000   

上海双建生化

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5% 3,390,500 0   

巴恩兰 境内自然人 0.50% 3,062,901 0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华

宝丰进"39 号单

一资金信托 

其他 0.46% 2,837,700 0   

李学义 境内自然人 0.34% 2,087,900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聚

信 5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3% 2,000,03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石河子康乾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和夏春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2017 年 6 月 17 日，长安集团、康乾投资及夏春良与西藏泰

颐丰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上述协议完成后，吴昊通过西藏泰颐丰持有本公司 15.80%股

份。本次权益变动后，长安集团及康乾投资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2017 年 6 月 17 日，长

安集团、康乾投资、夏春良与吴昊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终止协议》，一致同意《表

决权委托协议》自本次股份转让之标的股份交割完成之日解除并终止。《表决权委托协议》

终止后，夏春良所直接持有的本公司 0.94%股份由夏春良自行行使表决权。本次权益变动

后，吴昊直接持有本公司 5.58%股份，通过西藏泰颐丰持有本公司 15.80%股份，合计持有

本公司 21.38% 股份，仍然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该笔股权转让

过户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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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一致行动人。2、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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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股东巴恩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中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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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2,901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062,901 股；2、股

东李学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50,000 股，通过广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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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7,9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08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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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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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围绕能源和环保两大市场领域，主要从事三次采油和水处理用聚丙烯酰胺及相关化学品生产和销售、油气技术服务、

环保水处理等业务。 

（1）化学品 

公司生产的主要品种包括丙烯酰胺、聚丙烯酰胺、表面活性剂、油水分离剂等系列产品，服务市场包括油气生产、水处

理、选矿、造纸、印染等，公司是行业领先的三次采油和水处理聚丙烯酰胺生产供应商。 

（2）油气技术服务 

公司拥有注水开发、剩余油挖潜、稠油热采、氮气调剖和泡沫流体增产、油水井修复、滤沙管和隔缝管综合防砂完井等

专业领先技术，可向油气生产企业提供高效的油气勘探开发一体化、增油上产、综合完井和油气田生产综合管理等技术服务。 

（3）环保水处理 

公司主要从事石油石化废水、油泥沙、钻井液、压裂液处理等业务，运用稠油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采油污水低渗透

油田回注水精细处理、油田含聚污水处理、油气田压裂废水处理、节能和余热利用等专业技术，提供综合型解决方案，推行

第三方治理，是专业化油田环保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商。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543.60万元，同比下降58.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720.93万元，同比下滑

407.54%。 

（1）收入变化：报告期内，化学品业务实现收入15,714.44万元，较上期减少24,101.13万元，同比降低60.53%，主要是由

于本期化学品出口销量减少所致；油气勘探开发业务收入2,829.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62.34万元，同比增长14.69%。  

（2）营业成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16,786.38万元，同比降低53.47%。其中化学品成本14,084.69万元，同比降低54.98%，

主要是本期化学品出口销量减少所致；油气勘探开发业务成本2,701.69万元，同比降低10.18%。 

（3）费用：报告期内，公司三项费用合计4,511.84万元，同比减少2,414.44万元。其中，销售费用较上期减少了2,726.82

万元，同比降低75.47%，主要是本期公司海外市场业务减少，相应的销售运杂费及技术服务费减少所致；本期管理费用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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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加了263.70万元，同比增长8.32%；财务费用较上期增加48.68万元，同比增长33.73%，主要是因为本期汇兑收益减少

348.75万元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增加1,439.84万元，同比增长1019.67%，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增加及子公

司锐利能源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所致。 

（5）投资收益较上期减少854.87万元，同比降低337.08%，主要是由于本期内合营、联营企业亏损，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的

投资损失同比增加537.47万元所致。 

（6）现金流量变动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612.68万元，同比降低153.25%，是由于本期化学品业务销量减少，以现

金方式回收货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073.53万元，同比增长45.53%，原因是期初银行理财产品到期，同时本

期银行理财产品流出减少，使得银行理财产品净流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50.04万元，同比降低93.35%，主要是由于上期子公司新疆宝莫项目借款增

加了筹资活动现金流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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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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