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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2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20-031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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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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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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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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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653,867.67 3,255,427,837.94 -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8,970.15 21,658,215.56 -9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002,254.71 5,500,955.25 -190.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9,016,304.91 -1,148,510,665.36 88.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4 0.0279 -94.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4 0.0279 -94.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1.2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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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0,395,467.81 8,853,956,069.09 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05,656,524.82 1,799,138,382.22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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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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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756,30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16,55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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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3,617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1% 5,547,932 0   

张立好 境内自然人 0.25% 1,923,597 0   

朱林英 境内自然人 0.21% 1,620,000 0   

袁长海 境内自然人 0.21% 1,610,050 0   

何华雄 境内自然人 0.19% 1,469,082 0   

李元鸣 境内自然人 0.11% 892,466 0   

方伟英 境内自然人 0.11% 885,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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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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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中,袁长海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1550000.00 股。何华雄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69082.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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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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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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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国际油价历史性暴跌，经济全球化遭

遇波折，油气装备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一方面，上游投资压减，

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市场开拓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

大宗进口件采购成本上升，保供难度加大。公司身处疫情中心湖北，面对异常

严峻的挑战，公司上下承压前行，瞄准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双战双胜目标，以

公司“13336”战略和“六大攻坚战”为主线，以重大专项为依托持续开展新技

术攻关，全力推动重点项目订货、降本减费和“两金”管控工作，努力争取惠

企政策，取得较好业绩。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0.97亿元，利润总额2024

万元。  

     2020年上半年，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首位，将防疫工作和员工健康管理落实到生产保供全过程，坚守不发生聚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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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不发生安全事故两条底线，成为湖北省、武汉市较早实现全面复工的企

业之一。面对低油价传导下的上游压缩投资、降价的压力，充分发挥产品竞争

力优势和合作伙伴作用，通过一系列努力，2020年上半年新签合同额35.4亿元。 

公司牢固树立“一切成本皆可控”理念，以产品订单为主线，以成本倒逼

为手段，从产品设计、物资采购、生产运行、产品质量、物流发运等各环节发

力，实施全员、全要素、全过程、全价值链降成本，降本减费效果明显。 

公司全力推进一批重点项目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加速向深层页

岩气、特深层油气开发等领域拓展，向自动化、绿色化、服务化跨越。创新研

制超高压大功率全电动成套压裂装备，形成了全套电动压裂装备应用技术及供

配电方案，实现了国内油气井压裂首次从主压装备到辅助设备100%电驱化、撬

装化的压裂施工，解决了燃油装备功率提升难、使用维护成本高、节能环保受

限等难题，为页岩气高效、绿色、智慧压裂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成功研制世界

首台陆地电动固井车，关键零部件实现全国产化配置，打破了国外动力系统对

固井设备的“卡脖子”现状。公司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油气装备

工具的电动革命，不断为油气勘探开发创新奉献绿色高效产品。 

今年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鼓励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政策红利陆续释放，为企业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美经贸摩擦凸显“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

的重要性，国家进一步加大油气装备国产化力度，为公司发展带来了可预期的

政策环境。此外，油气装备处于转型升级窗口期，用户希望通过高新技术解决

油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日渐迫切，钻修井装备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发展，钻

头钻具由单一产品向“测钻录导”一体化方向转型，为公司提供了新的市场机

遇。虽然国际油价仍在震荡，疫情防控仍需坚持，但从总体上看，公司已步入

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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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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新收入准则。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新

收入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股东权益不产生重大影响。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

项已经由公司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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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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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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