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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2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19-035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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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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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化机械 股票代码 00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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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秀峰 周艳霞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金融港 A2 座 12 层董事会办公室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金融港 A2 座 12 层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027-63496803 027-63496803 

电子信箱 security.oset@sinopec.com security.oset@sinop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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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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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5,427,837.94 1,850,854,445.29 7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658,215.56 -82,888,490.39 12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500,955.25 -116,971,875.37 104.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8,510,665.36 -337,398,405.39 -240.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2 -0.1386 126.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2 -0.1386 12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4.83%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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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2,234,500.20 7,836,652,669.43 2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00,238,065.40 1,774,313,781.29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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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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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74% 351,351,00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12,735,747 0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金鹰穗通

15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7% 8,195,09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1% 4,267,640 0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聚平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3,212,874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睿远和聚招享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8% 2,272,957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3% 2,000,940 0   

北京基业华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8% 1,700,004 0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成红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1,500,000 0   

袁长海 境内自然人 0.24% 1,411,97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仅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一家，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2、公司位列前十名的其他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一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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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55亿元、同比增长75.9%；实现利润总

额3582.7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累计新增订货37.13亿元，同比增长4%。 

1.科技创新持续发力。一是新产品应用成效显著。5000型全电动压裂装备顺

利完成涪陵焦页82号平台4口井“井工厂”模式压裂施工，首次规模化应用取得

圆满成功。国内首台电驱固井装备在南海完成海洋平台超深水井表层固井作业，

在远程控制、功能备份、减震降噪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打破了国外技术

垄断。为文23储气库研制的压缩机率先交付、率先调试、率先投运，占全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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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机注气总量的70%，单台机组平均运行时间优于进口机组，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并亮相CCTV。系列新型钻头钻具助力顺北鹰1井创完钻井深8588米的亚洲大陆最

深井纪录，顺北工区快速钻进高效钻头研制与应用项目经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引领涪陵工区“142”（一开一趟钻、二开四趟钻、三开两趟钻）钻井技术

向前发展，上半年钻头钻具共在国内外市场创应用新纪录114项。新型水力振荡

器进入中石油威远服务项目，减震器工业试验取得良好效果、获得用户肯定。

二是公司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取得新进步。四机赛瓦公司“湖北省石油钻完井装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得认定，公司承建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增至3个。

公司自主开发的石油机械产品检测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正式上线。三是公司科

技影响力持续增强。公司承担的“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6项创新成果在

2019年全国科技周上展出，承办中国工程院“中国页岩气规模有效开发途径研

究”项目关键装备技术调研会，9000米超深井钻机荣登“学习强国”平台，不

断彰显了公司技术实力。 

2.市场开拓稳中有升。一是以服务国内油气开发重点工程为己任，发挥专业

优势，积极主动作为，获得胜利石油工程压裂机组合同，青宁线、鲁豫线、董

东线钢管合同，涪陵、华北、华东、胜利压缩机合同，中石油钻头钻具一体化

服务合同和中海油服固井装备及配件合同等多个重大项目。二是实施重点突破，

发展海外市场，固井装备首次进入阿联酋高端市场，成功打开科威特钢管和钻

头市场，连续中标孟加拉钢管项目。三是装备维修改造保运、钻完井工具一体

化服务、天然气增压、安全检测等服务业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四是参加中国

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美国国际石油展、俄罗斯国际石油天然气工业装备

和技术展、国际液化天然气展、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大型展会，扩

大了“中国石化机械”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管理提升取得进步。一是推进全面依法依规治企。开展内控制度执行有效

性提升行动，加强法律审核把关，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优化ERP系

统运行，促进了规范经营。二是深化精益管理。突出价值引领，聚焦财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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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与全面预算管理、全员成本目标管理相结合，完善精益管理推进机制，

推广划小核算单元，精准降本减费挖潜，治理成效突出。三是抓好质量管理。

应用“双归零”方法开展质量问题整改，公司5项QC成果获湖北省奖励。 

4.深化改革稳步推进。一是推进三项制度改革。制定了薪酬市场对标实施方

案，相关工作有序推进。强化效益导向、突出上下联动，严考核硬兑现成为常

态，“干效益活、挣绩效奖”的氛围逐渐形成。二是契约式经营继续在搞活机

制、提升效益等方面发挥良好作用，构建市场倒逼机制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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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①财务报表格式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项目。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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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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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

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

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

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

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除财务担保合同负债外，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金融负债的会计政

策并无重大影响。 

2019年1月1日，本公司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

际已发生减值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

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

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

准备：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 

· 租赁应收款； 

· 财务担保合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

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除外）。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

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

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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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于2019年1月1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如下：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类  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类  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

款 

摊余成本 2,138,660,547.86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摊余成本 2,138,660,547.86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应收

款 

摊余成本 51,817,168.17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51,817,168.17 

长期应收

款 

摊余成本 9,943,916.94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9,943,916.94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债权投资 摊余成本  

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如下： 

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138,660,547.86   2,138,660,547.86 

其他应收款 51,817,168.17   51,817,168.17 

长期应收款 9,943,916.94   9,943,916.94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187,509,298.66   187,509,298.66 

未分配利润 -5,561,228.29   -5,561,228.29 

少数股东权益 139,819,555.63   139,819,555.63 

本公司将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2018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定的

2019年年初损失准备之间的调节表列示如下： 

计量类别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23,015,398.04   123,015,398.04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4,973,180.44   4,973,1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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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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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8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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