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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9                             证券简称：仁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0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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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康幼 独立董事 对于 2018 年度报告无法判断 

洪连鸿 独立董事 对于 2018 年度报告无法判断 

王晓 独立董事 对于 2018 年度报告无法判断 

声明 

独立董事陈康幼先生、洪连鸿先生及王晓女士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陈康幼先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理由如下：由于公司发生的事件，加之公司内部控制又存在一定的缺陷，故使对公司的相关数据的完整性、

充分性、准确性难以判断。洪连鸿先生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如下：公司在执行内部控制中出现的重

大问题，以致对公司 2018 年报及财务决算的真实性、完整性难以判断，故对本议案投弃权票。王晓女士无法保证本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理由如下：鉴于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8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及《2018 年财务决算

报告》均提出了保留意见，虽然公司已出具专项说明，但作为独立董事仍无法判断。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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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

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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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智股份 股票代码 00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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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昊旻（代） 苏芳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江路 198

号经开区商务广场 A 幢 

浙江省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江路 198

号经开区商务广场 A 幢 

电话 0577-85506669 0577-85506669 

电子信箱 ofc_board@renzhi.cn ofc_board@renzh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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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集油田技术服务的技术研发、方案设计、服务提供及油田化学助剂的研发、生产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报

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油田环保治理、井下作业技术服务、石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新材料的生产与销售、大宗贸易业

务。进入2018年以来，国际油价延续震荡上行的走势，油田服务市场开始显示出改善迹象，市场需求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

但在市场逐步恢复到供需平衡的过程中，公司仍需克服诸多严峻挑战，产能过剩状况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服务价格仍然面

临较大压力。 

    1、油气田环保治理 

    主要从事油气田废水处理、废泥浆处理、钻井队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服务。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战略导向，积极与四川大学、

中科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形成战略合作，充分利用其技术创新平台，持续开发油气田废水、固废处理新技术、新工艺。由于

新环保法的实施，废水、固废达标排放要求越来越高，公司提前对现有污水处理、废泥浆处理等技术和工艺进行升级和改造，

满足了新的环保法要求，在各区域固定场站的污水处理、回注、钻后治理工作中，产品和服务交付合格率达100%。 

    2、井下作业技术服务 

    公司井下作业相关业务有三大块，即井下技术服务、增产技术服务、井下工具及完井技术服务，具体包括连续油管技术、

修井技术、试油（气）技术、气井提高采收率技术、油井提高采收率技术、酸化压裂技术、套管完井技术、祼眼完井技术以

及特色工具产品。 

    3、石化产品生产与销售 

    公司从事油田化学品与功能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开发多个领域。积极采取以集团客

户为重点的营销方式，通过品牌效应、技术服务和一对一产品设计等确保经营业务的稳定和持续性。与客户建立密切联系，

加强沟通，从试料、现场等渠道主动了解客户对产品使用的问题和要求，积极主动的从技术和生产上进行处理，解决客户之

所需，了解市场需求及发展趋势，持续跟踪产品使用情况。 

    4、新材料生产与销售 

    新材料公司主要生产埋地排水管专用功能母料、聚丙烯静音排水管专用料和改性聚丙烯等产品。公司积极开拓新材料销

售市场，开发潜在客户。随着再生资源项目和汽车材料项目的稳步推进，将会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5、大宗贸易业务 

受油服行业大环境的影响，公司原有西南市场除环保业务有一定工作量外，钻井液、井下作业等其他业务量极度萎缩，而在

全国其他区域市场短期内又难以取得较大突破。公司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试运营贸易业务，已取得一定成效。自2018年8月

起，基于经营状况与未来战略规划的考虑，公司在2018年一定程度地收缩了大宗贸易业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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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546,615,546.

41 

3,313,840,120.

32 

3,223,422,953.

83 
-21.00% 314,821,743.19 314,821,74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18,612,118.9

0 
1,863,209.59 -30,171,400.15 -1,950.33% 24,523,451.21 24,523,45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633,980.78 1,573,043.67 -28,595,975.41 -202.95% -27,503,579.77 -27,503,57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62,925.39 

-197,558,268.9

9 

-197,558,268.9

9 
100.64% 93,379,856.76 93,379,856.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0 0.0045 -0.07 -2,042.86% 0.06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0 0.0045 -0.07 -2,042.86% 0.06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66% 0.28% -4.59% -181.07% 3.71% 3.7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2016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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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26,404,853.21 810,119,950.91 768,970,933.17 -57.55% 769,701,540.96 769,701,54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5,210,701.61 674,545,719.47 642,511,109.73 -96.08% 672,929,256.29 672,929,256.2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9 年 4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公司相关人员在处理 2017 年部分业务时存在虚假记载，虚增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为 9,041.72

万元和 6,079.52 万元，虚增利润 3,203.4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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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617,264.07 1,129,516,235.15 863,284,304.61 17,197,74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37,845.17 5,537,650.10 -14,074,759.26 -597,437,16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37,243.17 5,681,493.04 -14,134,221.54 -67,544,00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0,195.43 -15,102,449.21 -9,664,041.49 22,579,2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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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7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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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瀚澧电子

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76% 81,387,013 67,037,446 

质押 81,387,013 

冻结 81,387,013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26% 9,299,800    

贾淑敏 境内自然人 1.37% 5,659,700    

唐建柏 境内自然人 0.82% 3,366,700    

胡博 境内自然人 0.54% 2,205,869    

张日昌 境内自然人 0.44% 1,804,140  冻结 1,804,140 

牛振伟 境内自然人 0.37% 1,543,500    

姚兵 境内自然人 0.35% 1,446,680    

麦家允 境内自然人 0.35% 1,426,450    

曾小燕 境内自然人 0.32% 1,33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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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中，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公司控股股东，与上

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中，唐建柏所持的 3366700 股股份为信用账户持股，属于融资

融券业务；麦家允所持的 1426450 股股份为信用账户持股，属于融资融券业务；曾小燕所持

的 1335900 股股份为信用账户持股，属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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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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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国际油价缓慢回升并相对稳定，但油田服务行业仍面临供过于求的行业现状，服务价格受此影响仍处于较低

水平。同时，油田服务行业受油价影响有滞后性，行业整体仍处于低谷上升期，行业竞争也更加激烈。报告期内，公司油服

市场工作量进一步萎缩。同时，自2018年8月起，基于经营状况与未来战略规划的考虑，公司在2018年一定程度地收缩了大

宗贸易业务规模。 

    2018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实现营业收入254,661.55万元，同比减少21.00%；实现利润总额-62,197.46万元，同比减少

2,014.76%；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861.21万元，同比减少1,9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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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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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及石化产

品销售 
69,260,990.49 11,456,512.27 16.54% 23.39% -13.18% -8.33% 

钻井工程服务 3,796,680.90 -204,324.52 -5.38% -906.56% -101.98% -32.32% 

油气田技术服务 28,516,047.87 5,380,327.75 18.87% -55.86% -70.12% -21.65% 

大宗商品贸易 2,443,569,656.00 -3,563,016.86 -0.15% -26.24% -118.33% -0.78% 

其他 1,472,171.15 -19,787.43 -1.34% -93.62% -78.55%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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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较上一报告期发

生较大变化，主要系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确认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373,702,682.69元、未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开具商业承兑汇

票可能导致的损失146,770,818.39元和土地使用权可能被政府无偿收回导致的损失11,598,555.45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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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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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上述财会〔2018〕15 号文件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变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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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部分业务存在虚假记载，虚增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为9,041.72万元和6,079.52万元，虚增利润3,203.46

万元。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处理，相应调整2017年度合并资产负债表与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预付

账款、递延所得税资产、应付账款和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项目；调整公司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与公司利润表中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支出、所得税费用和净利润项目。 

公司2017年度合并报表中应收账款减少19,849,654.59元，预付账款减少21,274,426.40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24,936.75元，应付账款减少9,114,408.00元，盈余公积减少866,853.99元，未分配利润减少31,167,755.75元，营业收入减

少90,417,166.49元，营业成本减少60,795,200.70元，资产减值损失减少99,747.01元，营业外支出增加2,487,454.21元和

所得税费用增加24,936.75元。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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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海库吉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9日，中远石油与仁智股份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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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远石油与仁智股份在上海库吉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保持一致行动关系，注册后未开展经营，于2018年03月09日注

销。 

2、2018年6月30日，仁智公司与黄明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海南仁智永福能源有限公司无偿转让给黄明亮，

海南仁智永福能源有限公司2018年5月23日成立，仁智公司持股60%，无资金投入，未开展经营活动。 

3、浙江智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2018年3月21日成立，仁智公司持股60%，无资金投入，未开展经营活动，于2018年12

月19日完成注销。 

4、2018年10月25日，仁智公司与克拉玛依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克拉玛依金鑫油田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40%股份以580万元转让给克拉玛依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并于2018年12月07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昊旻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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