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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7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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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9,752,347.47 1,336,084,413.04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365,687.62 107,220,381.17 -7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914,531.79 100,666,549.58 -9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716,386.46 176,290,454.90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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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1 -7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1 -7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1.37%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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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8,562,275.50 10,058,697,177.39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54,832,328.51 7,854,924,309.4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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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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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569,711 165,960,402 质押 4,600,000 

王坤晓 境内自然人 15.35% 147,049,693 110,583,614   

刘贞峰 境内自然人 12.65% 121,129,958  质押 5,40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深 
其他 1.12% 10,75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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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9,878,635    

刘东 境内自然人 0.94% 9,013,800 6,760,35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其他 0.94% 8,999,71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0.86% 8,237,550    

吴秀武 境内自然人 0.86% 8,23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诺安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5,56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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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是值得期待的一年。杰瑞的持续变革、战略调整的成果开始落地，行业也正在从低谷中走出来。不忘初心，凝神

聚力，提升产业价值，向油气综合服务商迈进，杰瑞力求成就一家能够提供油气开发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技术服务商和工程服

务商。 

报告期，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 55 到 42 美元/桶之间震荡整理。北美地区，油田服务市场复苏比较好，但设备产能仍存

在少量闲置，除北美之外其他地区复苏不明显，喜忧参半。市场改善了许多，总体上处于向好趋势。 

与去年同期相比，报告期营业收入微幅下降，营业成本小幅上升，营业收入毛利率小幅下滑，原因主要是上年末储存订

单毛利率稍差，这是影响净利润同比下滑的次要因素。销售费用小幅增加，管理费用有所降低，公司产业转型升级的收入尚

无法弥补转型升级期间产生的大量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因汇兑损失大幅增加；这两个因素是影响净利润同比下滑

的主要因素。报告期，营业收入多点开花，弥补了传统业务的下滑，公司战略转型升级也在稳扎稳打，成效明显，公司经营

整体上是向好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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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9,752,347.47 1,336,084,413.04 -2.72%  

营业成本 1,002,020,633.73 939,973,702.74 6.60%  

销售费用 117,985,838.94 112,059,055.27 5.29%  

管理费用 156,290,161.67 180,136,480.72 -13.24%  

财务费用 23,163,358.20 -59,953,541.16 138.64% 
主要系美元贬值，外币货币性项

目产生的汇兑损失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423,166.24 36,166,217.22 -68.41% 
主要系本期实现的利润总额较去

年同期下降所致。 

研发投入 47,443,384.13 46,179,807.06 2.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716,386.46 176,290,454.90 -3.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36,835.52 -568,584,022.36 89.37%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回理财产品及

理财收益增多，投资理财产品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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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72,673.06 64,789,125.43 -70.25% 
主要系本期公司借款减少，收回

的筹资类保证金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7,930,606.85 -303,839,991.87 138.81% 
主要系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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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9,752,347.47 100% 1,336,084,413.04 100% -2.72% 

分行业 

油田服务及设备 1,067,303,752.24 82.12% 1,125,584,686.06 84.25% -5.18% 

油田工程及设备 232,448,595.23 17.88% 210,499,726.98 15.75% 10.43% 

分产品 

钻完井设备 257,876,147.51 19.84% 472,453,365.31 35.36% -45.42% 

维修改造及配件销售 356,746,543.77 27.45% 403,568,274.16 30.21% -11.60% 

油田技术服务 317,031,700.48 24.39% 215,865,738.00 16.16% 46.87% 

环保服务及设备 92,894,748.88 7.15% 16,324,904.33 1.22% 469.04% 

油田开发服务 34,174,550.56 2.63% 14,661,305.61 1.10% 133.09% 

油田工程设备 212,715,387.52 16.37% 150,416,326.54 11.26% 41.42% 

油田工程服务 19,733,207.71 1.52% 60,083,400.44 4.50% -67.16% 

其他业务收入 8,580,061.04 0.66% 2,711,098.65 0.20% 216.48% 

分地区 

国内 586,928,734.12 45.16% 606,648,828.10 45.40% -3.25% 

国外 712,823,613.35 54.84% 729,435,584.94 54.60%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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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 的规定，与企业日

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

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

外收入”。 

本准则自 2017年 6月 12 日起施行。企业

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

本准则进行调整。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其他收益 1,169,767.35 

营业外收入 -1,169,767.35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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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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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