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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8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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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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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第 董事 工作原因 朱逢学 

赵  欣 董事 工作原因 李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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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开股份 股票代码 00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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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芳英（代） 王振飞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 1769 号 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 1769 号 

电话 021-64293895 021-64293895 

电子信箱 skdb@shenkai.com skdb@shenk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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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753,001.89 277,436,709.07 25.71%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763,033.16 7,651,562.58 13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9,657,482.36 408,372.93 2,264.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968,003.01 -49,078,332.07 24.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 0.71%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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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219,468.42 1,642,391,597.13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04,465,747.70 1,104,750,602.8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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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业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7% 47,577,481 0 

质押 42,000,000 

冻结 47,577,481 

李芳英 境内自然人 7.29% 26,531,140 19,898,355   

四川映业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3% 25,204,480 0 
质押 23,850,000 

冻结 25,204,480 

王祥伟 境内自然人 6.20% 22,561,561 0   

顾正 境内自然人 3.89% 14,168,795 0   

郑帼芳 境内自然人 2.93% 10,665,485 0   

上海中曼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5% 8,904,867 0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 8,716,175 0   

陈晓红 境内自然人 1.69% 6,135,107 0   

陈柱 境内自然人 1.26% 4,576,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双方为一致行动的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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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及行业发展形势基本稳定，经营管理层进一步统一思想，转变观念，乘势而上，继续以各
类结构调整优化为抓手，推动业务、市场、客户、产品的结构调整优化，调整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各产业公司坚持以强化营运资金管理为抓手，狠抓基础管理，全面加强企业能力建设，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具体
包括：（1）各项基础性管理不放松，同时强化生产组织、质量控制、成本核算与各项费用的管控，严肃预算管理。全面改

善企业经济运行质量，提高运行效率。（2）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调整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坚持“高端引领+中端支

撑”的发展思路，上半年随着大口径防喷器组、综合录井仪、油品分析仪、随钻MWD/LWD、电缆测井等高附加值产品销售

占比的逐步增加，高端产品与优质客户比重上升明显，订单质量有所提升。（3）继续推进“石油装备制造与工程技术服务一

体化”的建设步伐，在制造板块稳步发展的同时，加快高端仪器国产化步伐，加大推进定向井工程服务形成稳定业务周转，
以工程服务带动产品生产制造和销售。（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队伍，继续优化一二三线人员结构，

加强员工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主要经营数据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营业收入为34,8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7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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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

会计（2017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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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修
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时间要求，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依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相

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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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于2019年5月9日、5月16日发布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公司按照该文件的规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根据规定，财务报表格式适
用于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6月10

日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自6月17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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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负责人：李芳英 

 

2019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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