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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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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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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墨龙 股票代码 002490、005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赵晓潼 

办公地址 山东省寿光市文圣街 999 号 

传真 0536-5100888 

电话 0536-5100890 

电子信箱 dsh@molong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能源装备行业所需产品的设计研发、加工制造、销售服务与出口贸易，主要产品包括石油钻采

机械装备、石油天然气输送装备、油气开采装备及高端铸件等，产品主要用于油气能源的钻采、机械加工、城市管网以及风

电铸件等领域相关设备制造。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专用设备和铸锻产品的制造与销售，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实现增长。 



 

公司主要产品是管类产品及高端铸锻件产品。公司生产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方式，即由销售部门结合市场销售形式

及客户订单计划，对接公司生产系统进行有序生产、检验并交货。公司采购模式为由采购部门统一负责所需原材料、模具和

设备的集中采购，包括签订采购合同、跟踪采购进度、协助原材料品质改善等；采购部门根据全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供

应商选择进行严格控制，培养优质的合作伙伴并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公司拥有较为成熟的销售网络，成立专门的

销售和进出口专业团队，分别负责国内、国外市场的调研、开发、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44.58 亿元，同比下降 13.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4.13 亿元，同比下降 20.6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34 亿元，同比上升 24.0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8 亿元。报告期内，公

司主要原材料煤炭及矿粉的采购价格大幅上涨，公司主要子公司寿光懋隆及寿光宝隆停产检修，原材料供应不足，导致相关

生产成本、采购成本增加，同时停产造成相关成本费用增加；报告期末，公司对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根据相关规

定对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损失 9,825.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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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4,457,611,299.31 5,175,635,815.38 -13.87% 5,735,752,34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13,238,861.87 1,780,737,084.59 -20.64% 1,747,518,970.85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3,734,462,841.12 3,009,719,029.66 24.08% 4,388,904,21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8,017,768.12 32,178,630.99 -1,243.67% -196,309,26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9,613,746.87 -266,995,839.08 -38.43% -195,511,134.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92,357.33 206,901,178.06 -82.70% 688,353,418.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04 -1,250.00%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0.04 -1,250.00%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5% 1.82% -24.87% -10.6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44,093,801.68 1,354,033,775.40 1,047,172,476.68 789,162,78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329,169.93 41,078,374.51 -37,338,874.65 -262,428,09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052,476.77 42,525,518.56 -39,235,636.46 -262,851,152.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8,994,506.89 179,522,875.60 -344,690,508.13 399,954,4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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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2（其中，A

股户数35,657户，

H 股户数 45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13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

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寿光墨龙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53% 235,617,000 235,617,000 0 235,617,00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19% 105,202,930 -141,563,660 0 105,202,930   

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20% 73,394,911 73,394,911 0 73,394,911   

寿光市鸿森物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9% 31,800,000 31,800,000 0 31,800,000   

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9% 31,000,000 31,000,000 0 31,000,000   

寿光市瑞森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3% 23,374,800 23,374,800 0 23,374,800   

张云三 境内自然人 2.90% 23,108,000 -9,060,400 0 23,108,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5% 14,736,543 12,033,028 0 14,736,543   

林福龙 境内自然人 0.90% 7,177,502 -17,425,198 0 7,177,502   

元元 境内自然人 0.70% 5,556,200 5,556,200 0 5,556,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寿光市鸿森物流有限公司、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

公司及寿光市瑞森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通过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达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相

互无控制关系。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说明：因无法获取股东张云三持有的 H 股股份信息，本报告对其所持 H 股股份不再单独列示。公司 H 股股东中，非登记股

东的股份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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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并于 2021 年 3 月 3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相关公告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2021 年 3 月 4 日，

公司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并取得了潍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2、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 

2021 年 3 月 24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寿光墨龙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其协议受让张恩荣先生持有的公司 235,617,000 股

A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9.53%）事项，已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本次股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后，墨龙控股将持有上市公司 235,617,000 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53%，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寿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相关

公告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3、注销子公司事项进展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销控股

子公司的议案》，拟通过清算注销方式对控股子公司寿光市宝隆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公告编号：2020-017）。2021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收到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注销宝隆咨询，宝隆咨询相关注销手续

办理完成。（公告编号：2021-077） 

4、重大资产出售进展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6）。本报告

期内，公司已按协议约定收回相关款项共计 1.4 亿元，累计回款 4.9 亿元（占总价款的比例为 97.45%）。 

5、行政处罚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2021 年 10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35

万元罚款；对刘云龙给予警告，并处以 65 万元罚款；对刘民给予警告，并处以 53 万元罚款。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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