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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2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17-036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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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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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化机械 股票代码 0008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进斌 周艳霞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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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光谷大道 77号金融港 A2座

12层董事会办公室 

区光谷大道 77号金融港 A2座

12层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27-52306809 027-52306809 

电子信箱 security@kingdream.com security@kingdrea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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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460,412.81 1,472,003,680.81 -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8,934,304.71 -176,003,096.64 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8,523,202.50 -178,362,554.33 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5,557,630.88 -118,297,053.86 61.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57 -0.3825 30.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57 -0.3825 3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9% -7.17%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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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6,780,243.04 6,520,126,410.68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97,185,461.00 1,710,534,901.12 -6.63%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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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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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58.74% 

351,351,

000 
0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3% 

12,735,7

47 
0   

金鹰基金－

工商银行－

金鹰穗通

15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37% 
8,195,09

0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1% 
4,267,64

0 
0   

郑兆伟 
境内自然

人 
0.34% 

2,004,75

0 
0   

北京基业华

商投资管理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28% 

1,700,00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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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有限

合伙） 

领航投资澳

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

市场股指基

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17% 
1,040,89

4 
0   

常州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0% 627,510 0   

阮克荣 
境内自然

人 
0.10% 600,000 0   

陈元鑫 
境内自然

人 
0.09% 565,96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持股 5%以上（含 5%）的股东仅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一家，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2、公司前十名的其他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3、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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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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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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工程机械业 

   2017年是公司爬坡过坎、攻坚啃硬的关键一年。扭亏脱困，是我们的期待，

更是我们的职责。公司聚焦扭亏脱困，深化改革调整，着力拓市增收、挖潜增

效、创新争优，公司多路工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亏损局面得到有效控制，生

产经营呈现止跌回升、箭头向上的可喜势头。 

  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45亿元，整体经营亏损1.59亿元；累计新增

订货23.5亿元，同比增长110%。公司经营呈现整体向上的良好势头。 

（一）市场开拓成效显著。以市场为导向，加强营销服务资源配置，增加订货

指标特别是海外订货短板的考核权重，强化重大市场项目激励，坚持产品、服

务双线出击，以进攻态势拼抢市场，国内外市场订货实现大幅增长。 

（二）技术创新步伐加快。启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深层页岩气开发关键装备

及工具研制”项目。瞄准产品技术升级关键环节，开展协同创新、联合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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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工程作业提质增效需求，加快产品研制进程，一批核心技术获得突破，一

批新产品陆续投放市场。技术创新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转型发展积极推进。发挥装备研发制造优势，助力工程作业提质增效，

一体化服务成效明显。上半年，服务订单同比增长34%。 

（四）挖潜降本见到实效。以深化精益管理为主线，强化预算管控，开展设计、

采购协同降本，推行“六小费”包干制，强化应收账款专项奖惩激励，成本管

控取得明显成效，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得到提升改善。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45,460,412.81 1,472,003,680.81 -8.60%  

营业成本 1,193,290,724.85 1,318,703,093.35 -9.51%  

销售费用 79,294,646.98 105,030,179.73 -24.50%  

管理费用 168,014,034.19 193,963,537.40 -13.38%  

财务费用 56,770,434.49 19,788,578.06 186.88% 本期利息支出及

汇兑净损失较上

期增加 

所得税费用 11,103,221.38 -27,436,543.68 140.47% 递延所得税费用

较上期增加 

研发投入 63,810,418.29 71,406,315.45 -1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557,630.88 -118,297,053.86 61.49% 主要系本期经营

性费用支出及税

费较上期减少，同

时收到的政府补

助资金较上期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32,873,016.36 11,688,435.47 181.24% 主要系本期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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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净额 石化集团2016年

度业绩补偿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3,270,721.98 146,537,566.76 -36.35% 本期借款净增加

额较上期减少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6,177,797.21 50,602,042.12 11.02%  

资产减值损失 -10,535,505.02 22,286,258.90 -147.27% 本期计提的坏账

准备较上期减少 

投资收益 1,272,791.64 2,372,254.40 -46.35% 本期按权益法核

算的联营企业投

资收益较上期减

少 

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1,272,791.64 2,372,254.40 -46.35% 本期联营企业净

利润较上期减少 

营业外收入 1,434,344.69 3,659,483.70 -60.80% 本期同类业务减

少 

营业外支出 185,458.47 884,699.80 -79.04% 本期同类业务减

少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石油机械设备 618,525,384.63 532,694,266.02 13.88% -32.33% -28.56% -4.55% 

钻头及钻具 156,753,257.16 123,809,216.94 21.02% 8.71% -13.57%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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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管道 380,742,298.01 350,898,850.55 7.84% 119.48% 82.97% 18.39% 

其他 189,439,473.01 185,888,391.34 1.87% -21.17% -21.92% 0.94% 

分产品 

石油机械设备 618,525,384.63 532,694,266.02 13.88% -32.33% -28.56% -4.55% 

钻头及钻具 156,753,257.16 123,809,216.94 21.02% 8.71% -13.57% 20.35% 

油气管道 380,742,298.01 350,898,850.55 7.84% 119.48% 82.97% 18.39% 

其他 189,439,473.01 185,888,391.34 1.87% -21.17% -21.92% 0.94% 

分地区 

境内 1,101,958,791.41 985,978,775.76 10.52% -11.94% -13.28% 1.38% 

境外 243,501,621.40 207,311,949.09 14.86% 10.39% 14.05% -2.73% 

报告期内，国际油价虽较上年同期有所回升，但石油装备行业整体需求不

足和市场激烈竞争格局并没有大的改观，受此影响，公司石油机械设备销售收

入有所减少，产品毛利率有所下降。 

钻头及钻具本期毛利率同比上升，一是受国际油价回升影响，全球产油国

活动钻机数量有所增加，石油工具类产品需求有所增长，公司钻头及钻具类产

品销售收入同比增加；二是公司大力实施挖潜增效，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升

产品毛利率。 

油气管道业务本期收入增长，主要是公司大力开拓市场，本期产品销售同

比有所增加，同时上年结转订单在本期实现销售；毛利率同比上升，主要是由

于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加所致。 

其他产品收入下降，一是城市车用气业务销量有所下滑，导致天然气销售

收入下降；二是本期外购设备配件销售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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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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对于2017年5月28日之后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

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

的列报等进行了规定，并采用未来

适用法进行处理； 

修改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在合并利

润表和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

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等。 

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

整：对于当期列报的终止经营，原

来作为持续经营损益列报的信息

重新在比较报表中作为终止经营

损益列报。 

 无相关资产，没

有影响及调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

府补助》（2017），政府补助的会

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

用净额法，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①营业外收入 

②其他收益 

-4,981,150.48 

4,981,1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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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

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

为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配，并

修改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

年1月1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

助和2017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

修订后的准则。 

②报告期内，公司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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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