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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19-26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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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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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凯 刘凯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 892 号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 892 号 

电话 0546-7778611 0546-7778611 

电子信箱 liukaild@126.com liukaild@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三次采油和水处理用聚丙烯酰胺及相关化学品生产和销售、环保水处理等业务。 

    1)、化学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丙烯酰胺、聚丙烯酰胺、表面活性剂、油水分离剂等系列产品，服务市场包括油气生产、水处理、选

矿、造纸、印染等，公司是行业领先的三次采油和水处理聚丙烯酰胺生产供应商。 

    2)、环保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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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保障新疆春风油田含油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B00模式）平稳运行的基础上，针对高难度工业废水、油气开发废

水和废液处理等实施产品和技术创新，目前已经形成了多项世界领先工艺和独有专利技术，实现了高难度稠油采出水资源化

成套技术的全新突破，为下一步拓展市场，壮大规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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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890,702.39 409,828,476.69 9.78% 898,010,14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086,122.80 8,270,361.60 -3,293.16% 14,829,67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474,189.55 -56,610,204.04 -153.44% 6,621,277.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747,622.32 87,943,473.85 -40.02% 145,106,402.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15 0.0135 -3,296.30% 0.02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15 0.0135 -3,296.30% 0.0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5% 0.84% -31.79% 1.4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1,052,758,580.98 1,275,681,198.78 -17.47% 1,449,851,29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18,146,476.95 988,352,599.75 -27.34% 987,959,4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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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53,913.88 107,669,084.51 124,186,514.68 150,981,18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29,958.92 -6,432,073.52 -6,526,177.19 -238,497,91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12,878.01 -6,624,059.85 -6,229,843.44 -117,807,408.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47,777.92 19,028,894.89 6,685,490.09 14,185,4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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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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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9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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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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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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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功全 境内自然人 1.32% 8,049,058 0   

夏春良 境内自然人 1.14% 6,9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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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燕煦 境内自然人 0.51% 3,147,100 0   

李学义 境内自然人 0.41% 2,502,200 0   

郭爱平 境内自然人 0.40% 2,443,669 0   

于特德 境内自然人 0.36% 2,17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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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股东费功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049,058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8,049,058 股。2、股东韩燕煦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16,7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130,4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147,100 股。

3、股东李学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60,1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42,1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502,200 股。4、股东郭爱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315,5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28,169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44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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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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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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面对2018年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及行业环境，公司按照年度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和经营安排，直面机遇

与挑战，稳步推进核心业务的发展，逐步调整业务组合，优化内部管理架构，积极谋求战略转型升级。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989.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6,408.61

万元，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产生亏损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度新疆宝莫关于对中石化胜利油田新春采油厂

春风油田含油污水资源化处理BOO项目运营效益不达预期，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该资产组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9,420.26万元；因考虑油气开采的投资强度、开采风险和开采难度，公司终止了新疆布尔津区块勘

查项目，根据公司给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管理部”）出具的银行保函，产生预计负债12,065万元；以

及公司计提北京宙恒佳科贸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1,677.31万元等。 

2018年度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还加强了如下工作： 

1、加强市场开拓力度，提升原有市场份额和实现新市场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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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产

品和市场及时调整销售人员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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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油田市场开拓方面，公司积极拓展了洗煤行业、工业污水处理行业、

生活污水处理行业等等业务市场。在原有的油田市场，根据客户需求，公司提升了服务质量、缩短响应时

间，获得用户单位一致好评，同时公司加大了网站关注力度，针对客户电子化办公以及网络招标的普及，

公司及时完成注册登记，并随时掌握各用户招投标信息平台的信息发布，不断分析竞争对手情况和客户的

需求，提高了中标率。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经过不断努力，成功开发美国及加拿大两家客户，签订聚丙

烯酰胺速溶产品订单2409吨，目前美国客户业务稳定，订单供货持续中，2018年公司还参加了美国OTC及

MIOGE石油展会，向国际市场很好地宣传了公司产品和品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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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实验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催化反应AM质量验证、小试过阳阴床实验、单体氨基氮回升实验、不同丙烯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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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实验等实验工作。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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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施了单体车间催化反应过程控制改造、聚合及阳离子配料控制改

造、阳离子增加旋刀造粒机、中水回用改造等技术改造和工艺优化，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加强设备管理，

特别是针对大机组的运行管理，增加了重点设备的检查，DCS系统检查及仪表的检查维护，每周对关键机

组实施特护工作，保证了生产的连续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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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公司经营管理信息化水平 

不断加强公司网站、企业邮箱的优化和维护，与阿里巴巴合作搭建电子商务平台，并通过平台发布企

业信息、产品信息，使客户能够及时了解公司最新动态。积极推进生产系统的上线工作，向生产管理系统

导入生产数据进行测试，排除各种可能出现的报错提示，达到应用条件。 

5、调整内部业务架构，提升内部管理效能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现有经营业务结构，对公司资产和业务进行整合，实现业务板块化管理，报告期内

公司完成了将母公司与经营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整体划转至全资子公司东营宝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

经营业务相关的人员也全部转移至宝莫环境，并完成了相关手续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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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田用化学品 332,705,702.60 52,133,847.33 15.67% 16.29% 3.59% -1.92% 

非油田用化学品 91,778,163.83 6,822,316.81 7.43% 12.18% -47.70% -8.51% 

环保水处理 25,406,835.96 -7,996,131.56 -31.47% 743.02% -1,458.81%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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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989.07万元，较上年增加9.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6,408.61万元，较上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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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3,293.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下降的因素有： 

报告期内，子公司新疆宝莫对春风油田含油污水资源化处理站资产组，计提减值准备9,420.26万元，公司应收款项计提

坏账准备1,996.35万元，使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11,974.05万元；因上年公司出售部分全资子公司股权，取得投资收益，导

致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减少6,357.75万元。 

以上两因素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减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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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经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过，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改为“设

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上述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不存在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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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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330 至 560 

2018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262.9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本报告期内由于公司主要客户产品使用计划增长，公司油田用化学品

销量较上年同期增加。2.公司不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本报告期非油田用

化学品和出口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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