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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恩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丁志水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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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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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583,183.58 471,784,269.19 7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67,578.43 -54,788,681.90 11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650,090.71 -106,454,092.42 108.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1,410,159.29 38,746,115.52 -516.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4 -0.069 119.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4 -0.069 119.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7% -3.06%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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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5,350,682.42 6,222,802,967.54 -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2,239,393.98 1,869,595,561.71 0.6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3,290.5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1,810,511.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0,980.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250.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463.32  

合计 2,017,487.7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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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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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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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06% 255,808,590 0   

张恩荣 境内自然人 29.53% 235,617,000 176,712,750 质押 85,000,000 

张云三 境内自然人 4.03% 32,168,400 17,331,000   

林福龙 境内自然人 3.28% 26,162,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0% 13,536,100 0   

深圳前海经纬融

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融和 2 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3,821,452 0   

王海波 境内自然人 0.39% 3,082,608 0   

杭州益润宏瑞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4% 2,681,700 0   

袁顺红 境内自然人 0.21% 1,652,300 0   

金涛 境内自然人 0.15% 1,2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55,808,590 境外上市外资股  

张恩荣 58,904,250 人民币普通股  

林福龙 26,1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云三 14,837,400 
人民币普通股 5,777,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9,060,4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536,10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前海经纬融和资产管理有限 3,821,452 人民币普通股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公司-融和 2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王海波 3,082,608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益润宏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681,700 人民币普通股  

袁顺红 1,652,300 人民币普通股  

金涛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张恩荣为公司控股股东，张恩荣与张云三为父子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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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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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分析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货币资金    515,218,608.01      879,371,103.17        -41.41% (1) 

应收票据    130,965,188.71       94,525,409.69         38.55% (2) 

应收账款    549,338,014.58      378,729,615.88         45.05% (3) 

应收利息      1,929,074.50        4,220,913.66        -54.30% (4) 

在建工程     42,617,000.03      170,880,899.68        -75.06% (5) 

应付票据     33,550,005.57     213,984,811.00        -84.32% (6) 

应付利息     12,474,265.27        5,458,818.99        128.52% (7) 

其他综合收益   -355,394.41   -1,402,748.25      74.66% (8) 

（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41.41%，主要系本期公司保证金到期较多及应收账款未及时回收导致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所致。 

（2）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38.55%，主要系公司收入大幅增加，所收票据未对外转付所致。 

（3）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45.05%，主要系本期以油套管发货为主，油田客户应收账款账期相对较长、回款慢所致。 

（4）应收利息较年初减少54.3%，主要系公司保证金减少，计提保证金存款利息相应减少所致。 

（5）在建工程较年初减少75.06%，主要系寿光宝隆90吨电弧炉二期工程达到预期使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6）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84.32%，主要系本期公司减少票据付款所致。 

（7）应付利息较年初增加128.52%，主要系公司计提借款利息未到支付期所致。 

（8）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74.66%，主要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导致外币报表折算产生差异所致。 

 

（二）报告期损益指标同比发生重大变动分析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营业收入 842,583,183.58  471,784,269.19  78.60% (1) 

营业成本 750,191,632.97  523,460,600.54  43.31% (2) 

营业税金及附加 7,070,448.01  5,428,659.73  30.24% (3) 

营业费用 13,441,952.01  5,940,927.88  126.2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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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47,347,492.51  28,871,512.06  63.99% (5) 

资产减值损失 -71,473.59 0                   -100.00% (6) 

资产处置收益 0 59,321,431.24  -100.00% (7) 

其他收益 1,810,511.67  10,000.00  18005.12% (8) 

营业外收入 280,982.33  1,477,201.58  -80.98% (9) 

营业外支出 43,292.00  4,039.29  971.77% (10) 

所得税 -1,067,271.97 598,270.55 -278.39% (11) 

（1）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78.96%，主要系油套管市场复苏，油套管销售数量、价格较去年同期增幅较大所致。 

（2）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43.31%，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加30.24%，主要系本期收入增长导致相关附加税费增加所致。 

（4）营业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126.26%，主要系本期随着产品销售数量增加，营业费用中运输费大幅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63.99%，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以及融资成本提高，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较年初减少100%，主要系前期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外币应收账款因汇率波动导致坏账准备相应发生变动所

致。 

（7）资产处置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100%，主要系去年同期出售因退城进园后闲置土地产生收益所致。 

（8）其他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18005.12%，主要系本期收到再生资源收购补贴款所致。 

（9）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80.98%，主要系去年同期对无法偿付的应付账款确认收入所致。 

（10）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971.77%，主要系本期处置报废资产所致。 

（11）所得税较去年同期减少278.39%，主要系本期因内部交易尚未实现的内部收益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三）报告期内公司的现金流量变动分析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1-3月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410,159.29 38,746,115.52  -516.58%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33,314.84  43,806,254.93  -146.64%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265,193.57 -335,503,036.25       67.13% (3)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516.58%，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减少所

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去年同期减少146.64%，主要系去年同期出售因退城进园后闲置土地收到现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67.13%，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2018年3月31日，本公司共收到33起因证券虚假称述遭到投资者索赔的案件，案件已由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涉案

金额共计人民币1,250万元。目前已经开庭审理9起，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1,999,857.00元，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尚未出具判决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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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84.87% 至 327.31%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000 至 3,000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02.0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市场因素影响，原油价格逐步回升，管类产品需求回暖，2018 年产品价

格较去年同期有大幅提升，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再加近几年新建项目陆续

投产运行并良性发展，2018 年上半年业绩相对有较大提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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