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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2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18—004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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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没有董事声明对本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

在异议。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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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锡坤 董事 因公出差 袁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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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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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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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

谷大道 77 号金融港 A2 座 12 层董事

会办公室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光谷大道 77 号金融港 A2 座

12层董事会办公室 

传真 027-52306868 027-52306868 

电话 027-63496803 027-63496803 

电子信箱 security.oset@sinopec.com security.oset@sinope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本公司属于装备制造行业，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工业和战略性产业，

公司业务涵盖石油天然气钻采、油气集输、海洋工程、天然气应用、石油化工、

环保、新能源开发等装备、装置的研制、销售与检测、运维服务，钻头、钻具、

管汇、阀门、井下工具、仪器仪表及相关软件的研制、销售与检测、运维服务

等多个领域。主导产品有石油钻机、固井设备、压裂设备、修井机、连续油管

作业设备、带压作业设备、钻头钻具、井下工具、油气输送管道、天然气压缩

机、油田环保装备、高压流体控制产品、装备一体化解决方案，以及石油石化

装备检测、天然气增压、设备运维服务等。 

石油天然气钻采装备、钻头钻具、井下工具，主要用于油气勘探开发工程

作业；海洋工程装备主要用于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采、储运等工程作业；油

气输送管道主要用于输送石油、成品油、天然气，也可用于城市管网建设；天

然气压缩机用于天然气储量衰减情况下的增压采气；一体化解决方案主要为石

油工程作业提供融合装备、工具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努力

打造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优势，为油气勘探开发提供优良产品和优质服务。 

（2）行业发展变化和市场竞争格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不断拓展，深层、深海和非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常规油气资源逐渐成为油气勘探开发的重点，对石油装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新一轮技术革命也为石油装备带来了发展机遇，加速推进石油装备向信

息化、集成化、智能化、高安全、低能耗方向发展。 

石油装备市场的竞争，正由产品竞争转向核心技术实力、产品集成配套能力、

专业技术服务能力等一体化解决方案实力转变，且竞争仍呈白热化态势。 

（3）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陆上及海洋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石油装备与工具的综合提

供者和服务商，在业内具有众多的领先技术和最完整产业链，是国内本行业最

具代表性企业。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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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营业收入 3,993,954,898.77 3,444,167,984.18 15.96% 5,095,526,65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413,754.40 -828,721,994.64 101.14% 5,837,23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5,121,148.54 -862,514,006.02 91.29% -75,256,23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692,921.20 -119,359,147.45 139.96% 130,295,9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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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7 -1.3855 101.14% 0.01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7 -1.3855 101.14% 0.01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38.96% 39.50% 0.24% 

 2017年末 2016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5年末 

总资产 6,996,990,747.74 6,520,126,410.68 7.31% 7,378,344,97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758,840,847.54 1,710,534,901.12 2.82% 2,541,570,197.1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77,946,851.89 767,513,560.92 834,529,405.46 1,813,965,08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7,528,490.02 -51,405,814.69 32,978,154.24 135,369,90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2,132,715.56 -56,390,486.94 27,626,009.64 65,776,044.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9,906,613.49 224,348,982.61 -195,273,114.20 288,523,666.2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

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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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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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52,841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0,88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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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2.13% 12,73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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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5,09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1% 4,267,640 0   

石晶玉 境内自然人 0.30% 1,800,000 0   

北京基业华商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8% 1,700,004 0   

财富证券－广

州农商银行－

财富证券星城

10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24% 1,442,981 0   

张波 境内自然人 0.21% 1,253,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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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桂容 境内自然人 0.16% 971,700 0   

石晶波 境内自然人 0.15%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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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位列前十名的其他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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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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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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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业 

2017年是公司胜利打赢扭亏脱困攻坚战的一年。一年来，公司团结带领广

大员工直面挑战、砥砺前行，实现了扭亏为盈。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94亿元，同比增长15.96%，实现利润总额4399.40万元。截止2017年末，公

司总资产69.97亿元，净资产18.99亿元。企业发展呈现士气在提升、订货在上

升、效益在增加、后劲在蓄积的良好态势。 

2017年公司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一是深化科技创新，取得一批重大成果。

其中，公司参与的涪陵大型海相页岩气田高效勘探开发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二是加快转型步伐，拓展创效途径。着力推进从产品制造向服务制造

转型，提升了服务能力。同时发挥公司技术和制造优势，扩大开放合作，推进

产业延伸，非油产品收入稳步增长。三是加强定制化生产和特色化服务。以高

端产品和优良服务突破国内外部市场，主导产品在中石油、中海油及地方市场

扩大应用。强力开拓海外优质市场， 2017年公司实现海外市场营业收入6.04亿

元，同比增长43%。四是落实管理创效，提升盈利能力。全面梳理、修订完善企

业管理制度和内控手册，夯实“三基”工作，促进了管理的规范化。完善精益

管理推进机制，狠抓降本增效，公司整体毛利率同比显著提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石油机械设备 1,675,008,108.95 87,687,056.61 26.56% -5.30% 178.48% 15.44% 

钻头及钻具 615,098,134.80 4,037,008.13 22.60% 49.36% 100.89% 36.25% 

油气钢管 1,121,995,539.49 21,653,766.62 11.98% 99.58% 115.45% 17.08% 

其他 581,853,115.53 -59,842,449.72 15.69% -17.05% 23.63%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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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

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前一报告期增加101.14%，

主要原因为：一是国际石油价格逐步回暖，国内外市场订货实现大幅增长，公

司生产经营止跌回升，钻头钻具、油气钢管产品产销量大幅增加；二是自行业

进入寒冬期以来公司持续推行深化改革与管理创效，公司精益管理水平不断提

升，降本增效成果逐步显化，产品毛利率水平进一步提升，净利润获得较大增

长。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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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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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持续经营净利润 

②终止经营净利润 

34,686,7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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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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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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的披露要求不需提供比较信息，不对比较报表中

其他收益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①营业外收入 

②其他收益 

-73,204,611.44 

73,204,611.44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号），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

益”行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

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处置未划分为持

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

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务重组中因

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下的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其中：非流动资

产处置损失”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

收益，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或损失、与企业日常活

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

盈利得或损失、捐赠利得、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 

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①资产处置损益 

②营业外收入 

③营业外支出 

3,846,043.94 

-4,308,315.45 

-462,271.51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本期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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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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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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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3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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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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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