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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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化机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股票代码

000852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周秀峰

周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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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7-52306868

027-52306868

电话

027-63496803

027-63496803

security.oset@sinopec.com

security.oset@sinopec.com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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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业务情况
本公司属于油气装备和工具制造行业，主营业务包括各类油气开发装备装
置，以及钻头、钻具、管汇、阀门、井下工具、仪器仪表的研制、销售与检测
运维服务，主导产品涵盖石油工程、油气开发、油气集输三大领域，覆盖陆地
和海洋油气田，具体包括石油钻机、固井设备、压裂设备、修井机、连续油管
作业设备、带压作业设备、钻头钻具、井下工具、油气输送钢管、天然气压缩
机、油田环保装备、高压流体控制产品，可为石油工程作业提供装备一体化解
决方案，以及石油石化装备检测、天然气增压、设备运维服务等。
油气钻采装备、钻头钻具、井下工具，主要用于油气勘探开发工程作业；
海洋工程装备主要用于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采、储运等工程作业；油气输送
钢管主要用于输送石油、成品油、天然气，也可用于城市管网建设；天然气压
缩机用于地穴等储气库注气；一体化解决方案主要为石油工程作业提供融合装
备、工具、全生命周期服务及金融服务和的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努力打造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优势，为油气勘探开发提供优良装
备和优质服务。在主导产品方面，公司钻头钻具、井下作业工具、固井压裂装
备、修井装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压缩机、钢管等油气集输装备为国内领先水
平，钻井装备处于国内第一方阵。在核心制造方面，公司立足自主制造，建成
了钻头钻具、钻机、固井压裂设备、钢管等16条生产线，拥有6000hp泵试验中
心、油气钻探重点实验室等7个专业实验室和国家油气钻采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通过了API、GOST、CE等国际认证，建立了完整可靠的质量管理体系，核心
制造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营销服务方面，公司形成了国内相对完善的营
销服务体系，服务能力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随着国内油服公司持续推进轻资
产运营，部分石油装备需求由投资转向租赁。为了响应市场需求，公司在确保
风险可控、有所收益的原则上，开展了钻采设备和压缩机的租赁业务。
（二）所处行业基本情况
公司属于油气装备及工具的制造、服务行业，油气行业的景气程度直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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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公司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到2035年，化石能源仍是为世界经济提供动力
的主导能源，油气需求仍将持续增长。2019年，中国油气增储上产态势良好，
原油生产增速由负转正，天然气生产快速增长。2019年，国际原油价格呈宽幅
震荡走势，全球上游勘探开发资本支出有所上升，尤其是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在
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推动下，三大石油公司加大投资力度，加大原油和天然
气保障能力建设，油气装备及工具需求明显增加，油田服务市场持续复苏。受
境内外油气公司资本开支增加的影响，公司2019年的油气装备订单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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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营业收入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6,588,352,169.84

4,918,851,756.01

33.94%

3,993,846,183.48

24,947,334.64

13,535,355.55

84.31%

9,413,754.40

-63,156,746.14

-100,020,200.42

36.86%

-75,121,148.54

-638,968,772.40

-293,654,221.31

-117.59%

47,692,92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1

0.0174

84.48%

0.01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1

0.0174

84.48%

0.01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

0.77%

0.63%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8,853,956,069.09

7,836,652,669.43

12.98%

6,996,990,74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99,138,382.22

1,774,313,781.29

1.40%

1,758,840,847.5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29,436,919.27

1,925,990,918.67

1,646,638,087.37

1,686,286,244.53

10,423,227.01

11,234,988.55

12,999,096.50

-9,709,977.42

1,866,699.71

3,634,255.53

9,660,334.99

-72,817,081.13

-545,900,417.70

-602,610,247.66

99,985,285.23

409,556,6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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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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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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4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4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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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股份状态
数量
数量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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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长海

境内自然人

0.27%

2,100,000

0

陈燕勇

境内自然人

0.17%

1,320,970

0

朱林英

境内自然人

0.16%

1,267,200

0

王涛

境内自然人

0.13%

1,033,125

0

境外法人

0.13%

973,042

0

境内自然人

0.12%

950,091

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
所）
方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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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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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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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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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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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在国内三大油公司加大勘探开发投资力度的大好机遇下，公司奋力
抢市场，夺订单，全年完成新签合同额64.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65.88亿元，同
比增长34%；实现利润总额6287万元，同比增长29%。
1、2019年的主要工作如下：
⑴市场营销取得新业绩。强化优质项目开发，创效拳头产品销量较快增长，
其中压裂装备增幅115.8%。国内市场拓市扩销，全年完成国内市场新签合同56.5
亿元、同比增长2.4%。海外市场面对贸易摩擦北美销量下降的挑战，加大中东
市场开拓力度，取得公司成立以来中东最大钢管出口订单，四机公司固井装备
首次进入阿联酋高端市场，钻头成功入网科威特石油公司，沙特、科威特、阿
联酋市场销量2.7亿元、同比增长2倍，取得俄罗斯压裂装备、连续油管作业装
备等大额订单，全年完成海外市场新签合同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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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科技创新实现新跃升。依托国家重大专项深入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水平
加速提升。5000型全电动成套压裂装备被推荐为“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标志性成果，国内首台电驱海洋固井装备打破国外技术垄断，62吨超深井连续
油管作业装备、二氧化碳增压装置展示良好应用效果；系列钻头钻具在国内外
市场创技术指标纪录303项，助力顺北鹰1井创井深8588米的中石化最深井纪录，
刷新单只钻头一次入井5053米的最长进尺纪录；增压压缩机在涪陵、华北扩大
应用。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步，四机赛瓦公司筹建的“湖北省石油钻完井
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得认定，获中石化集团公司和湖北省科技进步奖2
项，专利授权98件。公司重大专项新产品在油气重大专项成果交流会、全国科
技周等大平台得到展示、受到好评。。
⑶生产运营再创新成果。推进生产提速，保质保量完成重点项目保供任务。
固压装备装机效率提高30%，钻修装备、混合钻头平均生产周期分别缩短10%、
60%，高压管汇产销量创历史最好水平。大力清应收降存货，建立新增积压存货
预警机制，存货总体可控。
⑷深化改革取得新进展。“双百行动”综合改革稳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
向前推进，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建立劳效指标用工管控机制，推行工序外包、
弹性用工服务生产保供，净减用工近200人。资源优化调整纵深推进。
⑸管理提升获得新进步。突出强基固本抓规范管理，开展内控执行有效性
提升行动，进一步规范了经营行为，堵塞了管理漏洞。突出提质增效抓精益管
理，把深化5S、TPM与强“三基”相结合，生产现场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划小核
算单元实现主要生产单元全覆盖，成本管控更具针对性和精准性；突出质量安
全抓从严管理，开展“铸精品、创品牌”行动，抬高质量标准，推进固压装备、
压缩机等产品质量提升。
2、公司海外业务情况
2019年，公司按照“专业化、国际化、高端化”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国
际业务体制机制改革，整合全公司海外市场资源和人力资源，筹备组建国际事
业公司，全面负责开展国际业务；面对贸易摩擦等不利环境，公司紧密围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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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场订货目标，积极推动重点项目创效，钻修机、固井设备、油气集输钢管
等类型产品接连取得订单，在中东、北非市场形成订货规模；钻头钻具北美市
场在贸易争端大环境下，努力维持稳定，刹住下滑趋势，取得近7000万元订货；
钢管产业服务沙特萨勒曼港口工程建设，获得2亿元大单；此外，公司持续推进
沙特合资项目建设，海外产品制造、组装、维修和服务基地建设有序进展。2019
年，公司海外市场累计新增订货8亿元人民币。

（二）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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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机械设备
钻头及钻具
油气钢管
其他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2,923,237,636.97

74,311,761.89

27.48%

39.56%

420.34%

3.57%

833,925,072.15

1,405,802.52

25.57%

7.63%

-93.00%

-5.34%

2,223,899,685.34

110,140,768.76

7.92%

45.16%

3.61%

-4.49%

607,289,775.38

-130,639,236.90

16.79%

17.38%

-23.79%

6.83%

（四）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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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营业收入同比增加33.94%，营业成本同比
增加34.4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84.31%，主要得益于油气服
务市场的持续复苏，公司产品销量实现了较快增长，业绩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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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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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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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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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的第五部分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第10小节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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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2019年1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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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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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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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和债权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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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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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留存收益
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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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类 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151,505,005.57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应收款项融资

新金融工具准则
类 别
摊余成本

应收账款

1,987,155,542.2 应收账款
9 应收款项融资

摊余成本

摊余成本

51,817,168.17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其他应收款
9,943,916.94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摊余成本
摊余成本

其他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

摊余成本

账面价值
151,505,005.5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987,155,542.2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51,817,1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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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151,505,005.57
1,987,155,542.29
51,817,168.17
9,943,916.94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151,505,005.57
1,987,155,542.29
51,817,168.17
9,943,9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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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187,509,298.66
-5,561,228.29
139,819,555.63

187,509,298.66
-5,561,228.29
139,819,5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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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123,015,398.04
4,973,180.44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123,015,398.04
4,973,180.44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减值按照新
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了测算，测算的损失准备与原准则下计提的坏账准备无
重大差异。
（2）新债务重组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
下简称” 新债务重组准则”)，修改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
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
明确了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产清
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
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规定，“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
不再包含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公司对2019年1月1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
1日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3）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明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
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围，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明确了不同条
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同时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对2019年1月1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4）新财务报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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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8年6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止；财政部
于2019年9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1号）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
16号，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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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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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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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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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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