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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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云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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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519,044.75 842,583,183.58 3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33,709.06 10,667,578.43 -3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290,090.72 8,650,090.71 -14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1,071,277.26 -161,410,159.29 199.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3 0.0134 -3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3 0.0134 -3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5% 0.57%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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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5,307,764.65 6,607,536,593.37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1,825,605.19 1,944,091,288.19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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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34.1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166,723.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1,017.6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7,980.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994.55  

合计 11,723,79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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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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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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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28% 249,53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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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9,952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41% 3,265,899 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32% 2,531,300 0   

孙小鸥 境内自然人 0.19% 1,541,000 0   

宋坚群 境内自然人 0.17% 1,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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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9,532,331 
人民币普通股 2,756,941 

境外上市外资股 246,775,390 

张恩荣 58,904,250 人民币普通股 58,904,250 

林福龙 26,1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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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 13,53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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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1,552 人民币普通股 3,781,552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3,265,899 人民币普通股 3,265,899 

法国兴业银行 2,53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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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鸥 1,54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1,000 

宋坚群 1,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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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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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未经审计） （经审计） 

预付账款 45,468,058.41 30,978,235.20 46.77% (1) 

其他非流动资产 6,503,904.93 13,844,015.27 -53.02% (2) 

合同负债 76,460,990.00 57,364,400.72 33.29% (3) 

应交税费 38,098,382.26 81,227,045.72 -53.10% (4) 

其他流动负债 39,728,388.00 94,281,027.25 -57.86% (5) 

（1）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46.77%，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2）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53.02%，主要系已支付预付款的设备在本期到货所致。 

（3）合同负债较年初增加33.29%，主要系本期预收销货款增加而相关产品尚未交付所致。 

（4）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53.10%，主要系上年实现的税金在本期缴纳所致。 

（5）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57.86%，主要系用于支付货款的已背书未到期的商业承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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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未经审核） （未经审核） 

营业收入 1,116,519,044.75 842,583,183.58 32.51% (1) 

营业成本 1,015,289,282.91 750,191,632.97 35.34% (2) 

营业费用 21,013,426.06 13,441,952.01 56.33% (3) 

管理费用 31,486,734.72 19,055,857.80 65.23% (4) 

研发费用 2,770,753.00 866,957.29 219.60% (5) 

信用减值损失 769,629.18 -71,473.59 1176.80% (6) 

其他收益 11,166,723.00 1,810,511.67 516.77% (7) 

投资收益 250,262.22 -  - (8) 

营业外收入 515,755.08 280,982.33 83.55% (9) 

所得税 348,406.85 -1,067,271.97 132.64% (10) 

（1）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32.51%，主要系本期公司加大销售力度，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35.34%，主要系本期随着营业收入的增加，营业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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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业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56.33%，主要系本期公司承担的运输费用增加所致。 

（4）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65.23%，主要系本期设备检修费用增加所致。 

（5）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219.60%，主要系公司加大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投入所致。 

（6）信用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1176.80%，主要系本期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7）其他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516.77%，主要系本期再生资源企业扶持补助资金增加所致。 

（8）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取得理财产生的收益所致。 

（9）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83.55%，主要系本期索赔收入增加所致。 

（10）所得税较去年同期增加132.64%，主要系本期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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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3月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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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071,277.26 -161,410,159.29 199.79% (1)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199.79%，主要系本期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及货款及时回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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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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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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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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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