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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3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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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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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瑞股份 股票代码 00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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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永峰 曲宁

办公地址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 5号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 5号

电话 0535-6723532 0535-6723532

电子信箱 zqb@jereh.com zqb@jereh.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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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21,968,772.19 1,299,752,347.47 3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5,259,384.16 30,365,687.62 51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5,061,949.68 8,914,531.79 1,863.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011,905.95 169,716,386.46 -130.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3 5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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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3 5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0.39%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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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5,571,493.88 10,377,700,062.71 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79,014,263.09 7,952,683,812.58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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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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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伟杰 境内自然人 22.40% 214,589,711 160,942,283 质押 4,599,800

王坤晓 境内自然人 15.35% 147,049,693 110,287,270

刘贞峰 境内自然人 12.65% 121,129,958 0 质押 4,599,8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4% 14,753,881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1.25% 11,987,601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1.13% 10,869,702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其他 1.13% 10,862,258 0

刘东 境内自然人 0.94% 9,013,800 6,760,350

吴秀武 境内自然人 0.86% 8,230,000 0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75% 7,149,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为保持公司控制权稳定，2009 年 11月 1日，孙伟杰、王坤晓和刘贞峰

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三方因多年合作而形成的信任关系，三方决定继续

保持以往的良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对方意见，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中保

持一致意见。该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在三方均为公司股东期间始终有效。

（2）股东孙伟杰与股东刘贞峰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股东刘贞峰与股东吴秀武

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3）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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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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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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32.48%，毛利率小幅上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增510.09%，主要原

因，一是油田服务市场开始回暖，对于钻完井设备、油田技术服务的需求增加，同时公司加大销售力度，传统产品线销售额

大幅增长，毛利率回升；二是公司变更了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三是报告期内美元升值，外币货币性项目产生的汇兑净损失同比减少。

随着行业的回暖，公司加大销售力度的同时精细化管理也有所成效，报告期销售费用增加，管理费用有所降低；财务费

用同比减少，主要系二季度美元升值导致公司上半年汇兑净损失同比减少。

报告期，营业收入多点开花，除油田工程设备产品线外，其余六组产品线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公司经营整体向好，

公司净利润拐点已经得到确认。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721,968,772.19 1,299,752,347.47 32.48% 主要系油田服务市场回暖，本期实

现订单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254,960,622.82 1,002,020,633.73 25.24%

销售费用 151,845,176.89 117,985,838.94 28.70%

管理费用 152,994,846.91 156,290,161.67 -2.11%

财务费用 15,089,231.65 23,163,358.20 -34.86% 主要系外币货币性项目产生的汇

兑净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40,082,846.40 11,423,166.24 250.89%
主要系本期实现的利润总额增加

及坏账准备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费

用冲回所致

研发投入 42,684,504.81 47,443,384.13 -10.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2,011,905.95 169,716,386.46 -130.65%

主要系报告期内业务增加，采购量

加大，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2,672,333.21 -60,436,835.52 418.8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回理财产

品及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7,653,422.38 19,272,673.06 -1,644.43%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增加及现金分红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52,917,961.77 117,930,606.85 -229.67% 主要系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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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721,968,772.19 100% 1,299,752,347.47 100% 32.48%

分行业

油田服务及设备 1,619,862,275.85 94.07% 1,067,303,752.24 82.12% 51.77%

油田工程及设备 102,106,496.34 5.93% 232,448,595.23 17.88% -56.07%

分产品

钻完井设备 597,558,235.21 34.70% 318,803,172.05 24.53% 87.44%

维修改造及配件销售 483,551,899.53 28.08% 295,819,519.23 22.76% 63.46%

油田技术服务 356,561,271.07 20.71% 317,031,700.48 24.39% 12.47%

环保服务及设备 137,200,405.19 7.97% 92,894,748.88 7.15% 47.69%

油田开发服务 38,033,563.02 2.21% 34,174,550.56 2.63% 11.29%

油田工程设备 46,590,607.26 2.71% 212,715,387.52 16.37% -78.10%

油田工程服务 55,515,889.08 3.22% 19,733,207.71 1.52% 181.33%

其他业务收入 6,956,901.83 0.40% 8,580,061.04 0.66% -18.92%

分地区

国内 865,562,236.30 50.27% 586,928,734.12 45.16% 47.47%

国外 856,406,535.89 49.73% 712,823,613.35 54.8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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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本着谨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

险的原则，结合本公司的客户特点和应收

款项的结构、回款及核销情况，同时结合

同行业公司的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标准，公

司对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进行了

充分的评估。为了更加客观、真实、公允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应收款项

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股东大会 2018年5月14日 应收账款 63,343,036.93元
其他应收款 3,194,859.32元
资产减值损失 -66,537,896.25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 -9,880,060.36元
所得税费用 9,880,060.36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4,820,927.64元

2018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18年5月14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详见公司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2018-035、2018-036、2018-038、2018-042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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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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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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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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