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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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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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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晋

董事

因病缺席

未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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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墨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490

股票代码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洪峰

王建磊

办公地址

山东省寿光市文圣街 999 号

山东省寿光市文圣街 999 号

电话

(86)-0536-5100890

(86)-0536-5789083

电子信箱

zhf@molong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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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油气开采用管、
流体及结构用管、抽油机、抽油泵、抽油杆、钻机用缸套、阀门散件及大型铸锻件等。公司产品主
要用于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等能源的钻采，机械加工，城市管网等行业。管类产品的销
售超过80%以上，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经营模式为根据客户订单要求进行生产计划的安排，公司产品尤其是管类产品，分为API标准
产品和非标产品（即特殊个性化需求产品），一般都是客户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确定产品规格、型号
和订单数量，公司生产系统根据客户订单组织生产交货。

公司所处能源装备行业涵盖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炭、煤层气等，从中长期来看，对石油和煤
炭的需求将达到峰值，天然气的需求也将获得较大增长，因此行业市场空间较大。行业受经济发展
周期变化、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原油价格周期变化和原材料价格周期变化等影响较为明显。2017年，
受原油价格升高及经济形势变化影响，管类产品市场趋好，尤其是下半年以来各大油田产品需求和
产品价格都较上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公司加大了对油井管的销售，经营业绩提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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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2,965,216,722.37

1,531,118,375.18

93.66%

1,613,917,73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8,038,484.18

-612,476,376.18

106.21%

-259,565,00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210,786.99

-621,542,167.29

71.33%

-281,474,32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500,954.17

104,417,132.72

-68.87%

20,632,788.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77

106.49%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77

106.49%

-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28.80%

30.87%

-10.12%

营业收入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6,222,802,967.54

5,772,042,841.06

7.81%

5,851,180,72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69,595,561.71

1,819,068,091.94

2.78%

2,433,157,2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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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784,269.19

751,044,376.46

837,175,384.41

905,212,69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4,788,681.90

61,809,405.55

3,145,895.79

27,871,86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454,092.42

-59,941,883.12

965,364.35

-12,780,175.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8,746,115.52

2,647,656.04

-127,286,831.56

118,394,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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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44,647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42,069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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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境外法人
公司

32.06%

255,818,590

张恩荣

境内自然人

29.53%

235,617,000 199,212,750 质押

张云三

境内自然人

4.03%

32,168,400

23,108,000

林福龙

境内自然人

3.28%

26,162,000

13,081,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1.70%

13,536,100

0

深圳前海经纬融和资产管
境内非国有法
理有限公司-融和 2 期私募
人
证券投资基金

0.48%

3,827,552

0

北京好石佳燃气设备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
责任公司
人

0.42%

3,390,171

0

王海波

0.38%

2,992,308

0

杭州益润宏瑞投资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
业（有限合伙）
人

0.37%

2,922,700

0

余招港

0.21%

1,674,500

0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0
80,000,000

张恩荣为公司控股股东，张恩荣与张云三为父子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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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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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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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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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7年，受原油价格升高及经济形势变化影响，管类产品市场趋好，尤其是下半年以来各大油田产
品需求和产品价格都较上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公司加大了对油井管的销售，经营业绩提升较
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65亿元，同比上升93.6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03.85
万元，同比上升106.21%；基本每股收益0.05元，同比上升1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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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类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2,832,615,688. 2,625,878,653.
73
69

毛利率
7.30%

营业收入比上 营业利润比上 毛利率比上年
年同期增减
年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105.72%

73.26%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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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03.85万元，同比增长106.21%；基本每股收益0.05元，
同比上升106.49%。
2017年，受原油价格升高及经济形势变化影响，管类产品市场趋好，需求量增加，尤其是下半年以
来，各大油田产品需求量和产品价格都较上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公司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29.65亿元，同比增长93.66%，其中：管类产品的销售数量同比增长36.97%，平均销售价格同比提高
50.20%。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毛利率相对较高的油井管的销售，油井管销售在管类产品中的占比由上年的
26.61%提高到29.12%，销售数量同比增长49.90%。随着公司产能进一步释放，产品成本相应降低，
公司毛利率同比有较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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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
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说明1
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本集 批准。
团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相关会计准
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2017年，财政部新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
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说明2
适用法处理。本集团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 批准。
执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
了处理。
2017年，财政部新颁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说明3
财务报表。本集团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执
批准。
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
处理。
说明1：根据新修订的政府补助准则，与本集团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不
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做调整。该政策变更影响本集团2017年财务报表其他收益项目，影
响金额156,275,852.23元。

说明2：执行该政策对本集团2017年度财务报表无任何影响。
说明3：①根据财政部发布的通知，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净利润”，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该政策影响本集团持续经营净利润项目，2017年度影响金额35,081,480.83元，
比较报表2016年度影响金额-650,705,699.73元。②根据财政部发布的通知，在利润表中新增“资
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
“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该调整影响2017年财务报表资产处置收益金额
62,088,298.95 元 ， 比 较 报 表 2016 年 度 影 响 资 产 处 置 收 益 270,348.71 元 ， 影 响 营 业 外 收 入
-270,348.7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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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8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8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
亏为盈（万元）
2017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800

至

1,200
-5,478.87

受原油价格升高及经济形势变化影响，管类产品市场趋好，尤其
是 2017 年下半年以来各大油田产品需求和产品价格都较上年同
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公司加大了对油井管的销售，经营业绩
提升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