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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0                   证券简称：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2019-005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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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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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墨龙 股票代码 00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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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民 赵晓潼 

办公地址 山东省寿光市文圣街 999 号 山东省寿光市文圣街 999 号 

电话 0536-5100890 0536-5100890 

电子信箱 lm@molonggroup.com dsh@molong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能源装备行业所需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油气开采用管、

流体及结构用管、抽油机、抽油泵、抽油杆、钻机用缸套、阀门散件及大型铸锻件等。公司产品主要用于

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等能源的钻采，机械加工，城市管网等行业。管类产品的销售超过80%以

上，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经营模式为根据客户订单要求进行生产计划的安排，公司产品尤其是管类产品，分为API标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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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非标产品（即特殊个性化需求产品），一般都是客户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确定产品规格、型号和订单数

量，公司生产系统根据客户订单组织生产交货。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基本情况 

公司所处能源装备行业涵盖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炭、煤层气等，从中长期来看，对石油和煤炭

的需求将达到峰值，天然气的需求也将获得较大增长，因此行业市场空间较大。行业受经济发展周期变化、

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原油价格周期变化和原材料价格周期变化等影响较为明显。2018年，受原油价格波动

及经济形势变化影响，管类产品市场趋好，各大油田产品需求和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公司报告期内继续加强同国内外石油公司的业务合作，经营业绩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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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4,452,014,810.12 2,965,216,722.37 50.14% 1,531,118,37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476,375.01 38,038,484.18 143.11% -612,476,37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871,118.68 -178,210,786.99 143.13% -621,542,16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9,589,596.32 32,500,954.17 1,037.17% 104,417,132.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59 0.05 131.80% -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59 0.05 131.80% -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2% 2.07% 2.75% -28.8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6,607,536,593.37 6,222,802,967.54 6.18% 5,772,042,84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44,091,288.19 1,869,595,561.71 3.98% 1,819,068,0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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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583,183.58 1,157,498,386.25 1,298,211,391.38 1,153,721,84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67,578.43 21,907,716.37 46,975,568.39 12,925,51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50,090.71 15,332,925.54 45,765,001.44 7,123,100.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410,159.29 16,070,710.78 298,384,729.65 216,544,3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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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9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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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93% 246,771,3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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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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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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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 3,781,552 0   

熊云先 境内自然人 0.15% 1,201,200 0   

李星元 境内自然人 0.15% 1,196,000 0   

陈伟 境内自然人 0.14% 1,100,000 0   

孙小鸥 境内自然人 0.13% 1,074,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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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陈伟通过长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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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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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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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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家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及原油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国内外石油公司对油井管的需求大幅

增加，公司通过内部挖潜，加大技术创新和设备改造，不断提升产能；同时，积极开拓国内外新市场，不

断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知名度，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保持平稳健康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4,452,014,810.12元，同比增长 50.14%；实现营业利润为

69,122,996.22元，同比增长51.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92,476,375.01元，同比增长

143.11%。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7年均有大幅提升。 

 

回顾2018的工作，公司主要取得了以下成绩： 

 

（一）紧抓市场机遇， 调整销售策略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公司管理层审时度势，根据自身实际并结合国内、国际市场的变化，确定了“以

油套管生产为主导”的销售战略，加强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延长石油等客户的合作；加大新客户、

新市场、新领域的开发力度，市场建设稳步提升。 
 

（二）加大技术改造，产能全面释放 

公司管理层转变管理思路，大胆 “走出去、引进来”，完成对公司部分设备的升级改造，达到同行业先

进配置水平，确保了产能的稳定释放。2018年，公司生产管类产品80.22万吨，较去年增长25.05%。 
 

（三）不惧市场挑战，技术创新先行 

技术研发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2018年，公司成功研发及销售高抗压缩气密封油套管、高韧性管线管

及各类特种抽油泵等新产品，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5项，并新增实用新型专利申请5项和发明专利申请1

项。截至目前公司拥有专利76项，2018年公司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四）切实关爱员工，勇担社会责任 

公司始终践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努力使广大员工充分共享企业发展的红利。2018年，公司进一步

完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切实提高员工收入，为员工提供节日福利、五险一金、免费体检、各种补贴等福

利待遇，确保员工工资水平在当地、在同行业中始终保持较高水平。 

同时，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安全环保政策要求，落实各园区双体系建设，推进清洁生产、园区绿化等工作，

加强安全教育，为员工提供安全、洁净、稳定、和谐的工作环境，增加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职代

会、意见箱、微信群等方式，关注员工的生活工作情况，解决职工的实际问题，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

理念，企业向心力更加凝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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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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类产品 3,919,305,934.10 3,251,303,908.67 17.04% 50.61% 35.14%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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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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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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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报告》「财务报告」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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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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