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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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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7年 3月 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向全

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 1.00元（税前）实行利润分配，分配金额为 20,336,000.00 元。剩余

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该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如通股份 60303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小锋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经济开发区新区淮

河路33号 

  

电话 0513-81907806   

电子信箱 rtgfdsh@ruton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石油钻采井口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提升设备、卡持设备和旋扣

设备。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石油钻采井口装备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之一，主要客户涵盖了中石油集

团、中石化集团、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下属的国内主要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企业，中国石油技术开

发公司、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等设备厂商。公司产品应用于

国内几乎所有陆上和海上主要油气田，并在中东、非洲、北美、中南美、俄罗斯等世界各主要产

油区得到使用。 

公司主要产品属于石油钻采井口装备，是钻机核心工作系统起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在钻

采过程中发挥的提升、卡持和旋扣功能，分为提升设备、卡持设备和旋扣设备等在油气田的勘探

和开发环节，公司主要产品作为钻机起升系统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钻井、固井和修井作业过

程中用于起下钻具和下套管。提升设备用于移动上方管柱，卡持设备用于卡住和对齐管柱，旋扣

设备用于旋紧或松开相邻的两段管柱，因此，该等三大产品对钻井的安全、成本和效率具有重要

影响。 

2、公司主要的经营模式 

销售模式。公司采用直销为主、买断式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对于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和大型

设备商客户，公司主要采用参与招标、议标和商业谈判的方式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经销模式下，

下游客户主要根据其取得的订单与公司签订采购合同。 

生产模式。公司主要通过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组织产品生产，部分常规产品储备一定存货以及时

满足客户需求。具体生产过程中，公司根据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和客户下达的订单制定生产计

划。石油钻采设备行业的特点为设备配件种类较多，为降低生产压力，公司将少量产品的非关键

工序委托外协加工厂商进行生产，与外协厂商签订合同，明确约定技术质量要求、时间、交货期、

价格等通用条款。公司针对外协工序制定了《外购外协管理制度》，对外协厂商的资格评定、合同

管理、价格管理、工装模具管理和材料发放等进行了细致的规定。 

采购模式。公司制定了《采购控制程序》、《供方评定程序》、《物资比质比价采购办法》、《物资入

库和价格审定制度》和《招投标管理办法》等采购管理办法，严格按照上述制度进行供应商评定

和原材料采购。公司根据物资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将原辅材料分为 A、B、C 三类。对产品质量

影响较大的 A 类和 B 类物资应当在经过供方评定合格的企业或单位中采购，C 类物资可由采购人

员按规定直接采购。 



3、公司所从事行业情况说明 

石油钻采井口装备技术水平与石油钻井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共同受到油气田地质条件、经济效

益要求、作业习惯和作业安全、效率要求的影响。在油气埋藏较浅、地质条件较好的地区，手动

装备可以满足一般钻井、固井、修井作业的需要，且适应该地区的作业习惯。即便在其他以机械

化装备为主的作业区，手动装备仍是钻井队必须配备的作业设备。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手

动装备仍将在井口装备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油气埋藏较深、地质条件较差的地区以及海上油气田区域，人工作业难度相对较大，作业危险

性增加，对保障工人人身安全、设备安全和作业效率要求更高。因此，该等地区对于大载荷、机

械化井口装备的接受程度更高。 

世界主要油气产区较为分散，油气田开发程度有一定的差别，同时，随着大位移井、定向井、斜

井等钻井技术的不断发展，产品的个性化和定制化程度将不断提升。上述原因共同导致在未来一

段时期内，行业将在整体保持发展的同时继续维持手动装备、半机械化装备和机械化装备并存的

局面。 

我国石油钻采井口装备行业发展历程较长，伴随着油气田的勘探开发领域和范围的扩大而逐步发

展，行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国内生产企业保障能力较强。尽管当前以

及未来行业仍将以手动产品为主，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安全、环保的日益重视，在我国能源消

费结构持续调整、石油勘探开发呈现西部接续东部、海上补充陆上以及天然气储产量呈现西部快

速发展、海上稳步提高的背景下，石油钻采井口装备产品逐渐向机械化和机电液一体化方向发展，

以不断满足复杂地质条件、深井、超深井勘探开发需求，未来机械化和机电液一体化产品将有所

增加。目前，行业领先企业紧密结合行业前沿发展方向，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

强机械化、机电液一体化产品供应能力，替代进口产品。因此未来我国井口装备行业的机械化、

机电液一体化产品在产品结构中所占比例将有所上升，产品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行业附加值

持续增加。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053,687,966.68 722,708,003.99 45.80 651,006,181.46 

营业收入 213,459,436.52 244,511,437.29 -12.70 308,111,73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6,202,896.57 62,894,077.10 5.26 81,298,24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0,607,473.89 60,596,399.92 -16.48 78,990,04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58,142,681.81 596,606,457.57 60.60 547,439,18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241,058.55 77,847,059.51 -59.87 39,869,754.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41 4.88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3 0.41 4.88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63 11.06 减少0.47个百分

点 

16.0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4,258,779.14 52,089,946.90 63,865,323.76 43,245,38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53,660.27 16,332,692.18 20,288,459.70 18,528,08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542,099.40 11,657,279.69 18,926,211.60 9,481,88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26,664.85 24,374,202.20 1,949,858.27 13,143,662.9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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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4,4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6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曹彩红 0 30,069,752 14.79 30,069,752 无   境内自

然人 



许波兵 0 10,490,400 5.16 10,490,4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施建新 0 7,440,000 3.66 7,44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管新 0 7,440,000 3.66 7,44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包银亮 0 7,440,000 3.66 7,44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施秀飞 0 7,440,000 3.66 7,44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姚忠 0 7,440,000 3.66 7,44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朱建华 0 4,960,000 2.44 4,96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友付 0 4,960,000 2.44 4,960,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南通汇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0 3,729,114 1.83 3,729,114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345.94 万元，同比下降 12.70%，利润总额 7,713.23 万元，同比

上升 5.61%。净利润 6,636.37 万元, 同比上升 5.4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20.29

万元，同比上升 5.2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将如东金通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江苏如通铸造有限公司、惠通石油机械（南通）有限公司、

新疆如通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北方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上述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机械

公司、如通铸造公司、惠通机械公司、新疆如通技术公司、江苏轨道交通科技公司)等 5家子公司

纳入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具体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