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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7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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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722,998.39 185,435,976.79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062,032.44 -47,209,281.40 5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436,937.86 -48,008,759.54 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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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876,672.81 -36,126,813.32 188.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1 -0.0771 59.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1 -0.0771 59.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4.90%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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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940,529.93 1,275,681,198.78 -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3,170,567.31 988,352,599.75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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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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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泰颐丰信

息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0% 96,698,0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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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油田长安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8% 20,700,000 0   

夏春良 境内自然人 1.14% 6,987,500 0   

刘云 境内自然人 0.76% 4,641,141 0   

费功全 境内自然人 0.62% 3,814,5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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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义 境内自然人 0.46% 2,800,000 0   

郭爱平 境内自然人 0.38% 2,332,469 0   

彭劲松 境内自然人 0.34% 2,075,6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西藏泰颐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吴昊先生为一致行动人；胜利油田长安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夏春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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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刘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400 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616,741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641,141 股；2、

股东费功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安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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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4,565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14,565 股；3、股东李

学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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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800,000 股；4、股东郭

爱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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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8,169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332,469 股；5、股东彭

劲松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2,600 股，通过西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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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01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075,6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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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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所处各市场领域呈现不同发展态势。石油开发领域，

受OPEC减产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原油价格震荡上行，石油开采投资有所反

弹，国内原油产销不平衡延续，原油进口依赖度进一步加大；水处理领域，国

家环保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市场需求稳步上升。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

会确定的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针对宏观经济形势和经营环境变化，在进一步

优化、调整资产结构，深入推进转型发展的同时，紧抓企业本质安全措施落实，

奋力实施市场开拓和技术创新，深入开展精细管理和挖潜增效，稳步推进产品

结构调整和业务转型升级，生产经营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7,472万元，同比减少5.78%，实现净利润

-1,906万元，同比增加59.62%。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1、狠抓措施落实，稳固本质安全 

报告期内，公司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主体责任制落实，完善“两体

系”运行，加大重点区域监管力度，深化安全环保意识宣贯，持续加大安全环保

投入，深入推进安全环保软硬件升级，为保障企业本质安全奠定坚实基础。上

半年，公司安全环保投入近200万元，细化推进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同时，针

对性实施了特种设备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检测、安全隐患治理、安全培训、政

府安全检查整改、安全评级评价优化等工作，公司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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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双重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安全平稳运行基础得到进一步稳固。 

2、强化市场开拓，扩大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以扩大市场份额和提升盈利能力为目标，加强不同领域细

分市场的分析研究，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瞄准优势市场和优质客户，

充分发挥产品性能和技术服务优势，不断满足客户需求，取得良好效果。油田

三次采油市场，在稳固胜利油田市场的基础上，西安长庆油田销量稳步增加，

河南油田、中原油田实现市场突破；同时，凭借优质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服务能

力，公司驱油用聚丙烯酰胺、表面活性剂及钻井液用聚丙烯酰胺的中石化质量

现场评审全部取得A级资格，易派客信用认证复审评为AA+级，并与中石化签署

了《易派客平台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同时，市场竞争力和品牌

影响力持续提升，稳固了市场优势地位。水处理、造纸、选矿等市场，通过进

一步健全市场网络，强化针对性产品开发和技术服务，完善销售政策和激励措

施，客户群不断扩大，市场销量稳步增长。 

3、实施技术创新，提升综合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推进

产学研结合，深入开展产品和技术研发，重点实施了基因工程菌性能提升、新

型耐温抗盐聚合物、速溶型聚合物、调堵冻胶、酸化压裂稠化剂优化、AM渣浆

絮凝处理工艺、反相乳液减阻剂、纳米微球聚合乳液、稠油降粘驱油剂等一系

列研发项目，为市场拓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充分利用公司在三次采油领

域的产品和技术优势，整合油藏、采油工艺等相关技术资源，持续推进从三次

采油产品销售向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转型。 

4、深化精细管理，推行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生产经营目标，深入开展挖潜增效各项措施，全方位、

多环节实施精细化管理，管理创效成效显著。技改技措方面，重点实施了催化

反应过程控制改造、聚合物配料控制改造、造粒系统优化、中水回用改造、膜

系统优化等技术改造和工艺优化，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原材料管理方面，通过

拓宽采购渠道、深化供应商战略合作、优化库存等手段，有效降低采购成本；

团队管理方面，择优引进高素质人才，进一步优化了管理、研发和销售队伍，

采取多种形式对员工进行系统业务培训，全方面提升了员工的技能和水平。 

5、着力环境工程，增强发展后劲 

报告期内，公司环保水处理业务平台在保障新疆春风油田含油污水资源化

处理站项目（BOO）安全、高效、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技术创新，

推进与知名专业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培育专有核心技术，形成了油田

采出水资源化回用注汽锅炉系统、新型高密度澄清器等8项专利技术，核心竞争

力显著提升，为下一步壮大产业规模奠定了坚实基础。 

6、借力资本运作，推动优化整合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新旧动能改革新形势，牢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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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资本增值理念，持续学习资本市场新规，密切关注资本市场动态，拓展资本

运作思路，细化梳理资产结构，为切实推进业务板块化管理和资源优化整合奠

定基础。 

二、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4,722,998.3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78%；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9,062,032.44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9.62%。 

（1）收入情况：报告期内，化学品业务实现收入162,712,496.47 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5,568,108.97元，同比增加3.54%。主要原因是本期化学品销售价格较

上年同期有所提高；公司于2017年10月完成原子公司宝莫国际100%股权转让，

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此油气勘探开发业务收入减少了28,291,589.29

元；环保水处理业务实现收入12,010,501.92元，子公司新疆宝莫于2017年末正式

运营，在本期实现部分收入，同比增加12,010,501.92元。 

（2）成本：报告期内，化学品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5,661,198.21元，同比下

降4.02%。本期较上年同期，新增环保水处理业务成本16,536,500.19元。报告期

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9.62%，主要是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了油气勘探开发业务。 

（3）费用：报告期内，公司期间费用合计32,353,770.13 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了12,764,637.43元。其中,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969,855.44元，同比减少

22.23%，主要是由于本期化学品海外市场销量减少，相应的运费用等减少；管

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0,272,908.50元，同比减少29.93%，主要是本期纳入合并

范围的子公司较上年同期减少；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521,873.79元，主要是

因为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产生的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4）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12,510,700.09

元，主要报告期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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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76,672.81元 ，较上年同期

增加188.24%。主要原因是本期以现金形式结算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及支付各项

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7,937,860.20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4.74%，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受让股权款，增加了本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2,962,330.4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6,462,698.56元，下降756%。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减少，减少了筹资活动现金

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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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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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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