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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1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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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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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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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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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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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8,440,884.79 1,729,656,104.18 4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9,893,210.81 186,102,405.43 16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68,886,150.91 175,904,970.95 1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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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3,345,008.85 -52,011,905.95 -1,656.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19 173.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19 173.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5% 2.32%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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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0,160,223.99 11,916,948,534.06 1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64,179,191.31 8,414,267,492.79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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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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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213,135,287 160,942,283  

王坤晓 境内自然人 15.25% 146,054,561 118,287,270 质押 8,000,000

刘贞峰 境内自然人 12.55% 120,179,514 0 质押 8,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71% 102,593,178 0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39% 13,278,932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23% 11,774,176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1.01% 9,66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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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第一养老金信托公司－自

有资金 
境外法人 0.78% 7,43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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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7%，毛利率提升7.76%，主要系报告期内，油田服务市场景气度提升，国内油气开

发投资力度加大，市场对于钻完井设备、油田技术服务等的需求快速增加，公司大部分产品线实现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毛利

率提升。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小幅增加，销售、管理费用率进一步降低，公司精细化管理有所成效。财务费用大幅减

少，主要系报告期内美元升值，汇兑收益增加。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13,345,008.85元，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内油田服务市场景气度回升，公

司订单尤其是设备类订单大幅增长，公司需要采购大量原材料，尤其是国外进口部件因交货期长，需要提前订货并预付货款，

导致存货中原材料大幅增加，采购商品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二是，从设备销售结算来看，国内主要客户三大油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因其确认收货流程复杂，付款审批程序比较严格，实际确认收入、执行付款周期长，导致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流入

少；三是，基于目前市场判断及公司未来战略考虑，公司储备如电驱压裂成套设备所需部件等；综合影响2019年上半年经营

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下滑。公司将采取多种方式改善经营现金流量紧张情况，预计下半年会有好转。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578,440,884.79 1,729,656,104.18 49.07% 
主要原因系油田服务市场景气度提升，本期

实现订单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680,461,945.96 1,261,158,557.13 33.25% 
主要原因系本期实现的营业收入增加，成本

配比增加 

销售费用 167,402,641.07 151,845,176.89 10.25%  

管理费用 119,289,814.37 110,483,651.10 7.97%  

财务费用 -9,524,307.84 15,089,231.65 -163.12% 

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外币货币性项目产生的

汇兑损失较高，本期外币货币性项目产生的

汇兑收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74,813,128.65 40,135,733.19 86.40% 主要原因系本期实现的收益总额增加所致 

研发投入 84,708,839.80 42,684,504.81 98.45% 
主要原因系本期业绩回升、业务量增加，公

司加大项目研发投入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13,345,008.85 -52,011,905.95 -1,656.03% 

主要系报告期内业务增加，采购量加大，同

时公司基于市场判断增加战略项目部件储

备，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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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40,469,436.73 192,672,333.21 180.51% 

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的理财产品规模较小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64,992,946.63 -297,653,422.38 289.82% 

主要原因系本期取得的借款增加，偿还债务

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13,510,069.85 -152,917,961.77 239.62% 

主要系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

致 

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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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8,440,884.79 100% 1,729,656,104.18 100% 49.07% 

分行业 

油田服务及设备 2,425,761,336.68 94.08% 1,627,549,607.84 94.10% 49.04% 

油田工程及设备 152,679,548.11 5.92% 102,106,496.34 5.90% 49.53% 

分产品 

油气装备制造及技术服务 1,871,133,905.33 72.57% 1,232,734,596.63 71.27% 51.79% 

维修改造及配件销售 533,662,613.37 20.70% 367,859,939.07 21.27% 45.07% 

环保工程服务 164,189,734.77 6.37% 122,104,666.65 7.06% 34.47% 

其他业务收入 9,454,631.32 0.36% 6,956,901.83 0.40% 35.90% 

分地区 

国内 1,716,293,817.46 66.56% 873,249,568.29 50.49% 96.54% 

国外 862,147,067.33 33.44% 856,406,535.89 49.51%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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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程

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除境

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之外的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

月1日起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 

董事会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631,633.8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5,166,182.9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9,044,841.8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9,579,390.90 

交易性金融负债             307,161.2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307,161.21 

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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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

调整：①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 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

董事会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146,759,629.34 

应收票据              652,790,794.18 

应收账款            2,493,968,835.1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615,657,760.33 

应付票据              516,162,1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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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交易性金融负债”等项目，减

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 “以公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等项目。补充“持有待售资产”、“持有待售负债”、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应付款”、“递延收益”、“其

他权益工具”等项目说明。②利润表：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利润表增加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净敞口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项目。③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明确了

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

列。④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

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说明。 

应付账款            1,099,495,6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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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一级子公司较上期相比，增加1户，新设全资子公司JEREH OIL & GAS COLOMBIA SAS。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