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转 C49 版 )
公司按照《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分类管理提高风险拨备水平有关问题

的通知》（鲁金办发〔2013〕11 号）中的相关规定，对贷款回收情况进行逐笔分析，并
按照谨慎和客观原则将贷款划分为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等五
个风险分类组合。其中：正常类：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贷款本息
不能按时足额偿还；关注类：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
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次级类：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
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可
疑类：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损失
类：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
收回极少部分。五个风险分类组合中具有共同的信用风险特征，根据对应的信用风
险特征×对应的预期违约损失率计算贷款损失准备。

①正常类贷款
按照 < 鲁金办发〔2013〕11 号 > 文件要求，正常类贷款损失一般准备应按不低

于贷款余额的 1%计提，公司结合历史经验、前瞻性调整因素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将一般准备计提比例调整至 6%。

②关注类贷款
按照 < 鲁金办发〔2013〕11 号 > 文件要求，关注类贷款按照 1%计提贷款损失

一般准备和 2%计提贷款损失专项准备。 公司结合历史经验、前瞻性调整因素并考
虑货币时间价值将一般准备计提比例调整至 6%，将专项准备调整至 5%。

③次级类贷款
按照 < 鲁金办发〔2013〕11 号 > 文件要求，次级类贷款按照 1%计提贷款损失

一般准备和 25%计提贷款损失专项准备，公司结合历史经验、前瞻性调整因素并考
虑货币时间价值将一般准备计提比例调整至 6%，将专项准备调整至 28%。

④可疑类贷款
按照 < 鲁金办发〔2013〕11 号 > 文件要求，可疑类贷款按照 1%计提贷款损失

一般准备和 50%计提贷款损失专项准备，公司结合历史经验、前瞻性调整因素并考
虑货币时间价值将一般准备计提比例调整至 6%，将专项准备调整至 55%。

⑤损失类贷款
公司按照 < 鲁金办发〔2013〕11 号 > 文件要求， 可疑类贷款按照 100%计提贷

款损失专项准备。
（3）公司对发放贷款及垫款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情况
根据上述贷款信用损失计提政策，结合借款人抵押担保具体情况，计提信用减

值损失情况如下：
借款人 余额 五级分类 计提比例 计提金额 逾期时间

（月）
抵押担保情况

单位一 6,000,000.00 关注 11.00% 660,000.00 48

有公司或子公司的 应付 账款
做抵押担保 ， 二审公司胜诉 ，
截至本函 回复 日 ， 已 处理 完
毕 。

单位二 1,650,000.00 关注 11.00% 181,500.00 32
有公司或子公司的 应付 账款
做抵押担保 ，履行相关手续后
可三方转账 ，风险较低 。

单位三 2,403,579.00 次级 34.00% 817,216.86 40
已胜诉且已到执行期 ，有房产
作为抵押 ，且陆续还款 。

单位四 1,121,000.00 可疑 61.00% 683,810.00 73
已胜诉且已到执行期 ，查封的
房产 、土地有变现能力 。

单位五 6,505,822.15 可疑 61.00% 3,968,551.51 73
已胜诉且已到执行期 ，查封的
房产 、土地有变现能力 。

单位六 4,700,000.00 可疑 61.00% 2,867,000.00 73
已胜诉且已到执行期 ，查封的
房产 、土地有变现能力 。

单位七 2,000,000.00 可疑 61.00% 1,220,000.00 20 有房产抵押，有变现能力

单位八 800,000.00 可疑 61.00% 488,000.00 43 有房产抵押，有变现能力

单位九 7,057,931.25 可疑 61.00% 4,305,338.06 55
已起诉 ，进入执行期 ，有房 产
抵押，有变现能力

单位十 25,000.00 损失 100.00% 25,000.00 69 借款人、担保人均无偿还能力

单位十一 1,000,000.00 损失 100.00% 1,000,000.00 74 借款人、担保人均无偿还能力

单位十二 3,000,000.00 损失 100.00% 3,000,000.00 68 借款人、担保人均无偿还能力

单位十三 1,034,500.00 损失 100.00% 1,034,500.00 67 借款人、担保人均无偿还能力

单位十四 1,691,637.00 损失 100.00% 1,691,637.00 53 借款人、担保人均无偿还能力

单位十五 600,000.00 损失 100.00% 600,000.00 48 借款人、担保人均无偿还能力

单位十六 2,335,684.68 损失 100.00% 2,335,684.68 60 借款人、担保人均无偿还能力

单位十七 3,000,000.00 损失 100.00% 3,000,000.00 46 借款人、担保人均无偿还能力

单位十八 3,000,000.00 损失 100.00% 3,000,000.00 45 借款人、担保人均无偿还能力

合计 47,925,154.08 30,878,238.11
综上所述，公司结合债务人、担保人财务状况、抵押物变现的可能性及变现金

额等，参照金融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对上述贷款计提损失准备是充分谨慎的。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执行相关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对贷款计提的损失准备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详情请参阅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山东墨龙

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11、报告期内，你公司研发费用 - 以前年度非专利技术摊销为 748 万元，请公

司补充说明上述费用的具体情况，以前年度非专利技术在本期计提摊销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 - 以前年度非专利技术摊销”列示的金额 748 万元，

是公司以前年度和本报告期内自主研发的记入无形资产的非专利技术在本年度摊
销的金额。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自主研
发的非专利技术采用直线法，在估计使用年限内摊销。报告期非专利技术摊销情况
详见下表：

单位：元

非专利技术名称 入账日期 原值 摊销 @
月数 月摊销额

2019 年摊销

月数 摊销额

非专利技术一 2014 年 8 月 5,423,681.59 60 90,394.69 7 632,762.85
非专利技术二 2014 年 9 月 6,551,255.15 60 109,187.59 8 873,500.68
非专利技术三 2015 年 11 月 1,113,496.38 60 18,558.27 12 222,699.28
非专利技术四 2015 年 10 月 4,910,644.52 60 81,844.08 12 982,128.88
非专利技术五 2017 年 9 月 4,681,188.03 60 78,019.80 12 936,237.61
非专利技术六 2017 年 12 月 4,496,393.44 60 74,939.89 12 899,278.69
非专利技术七 2018 年 6 月 4,014,109.52 60 66,901.83 12 802,821.90
非专利技术八 2018 年 6 月 2,998,536.14 60 49,975.60 12 599,707.23
非专利技术九 2018 年 11 月 3,943,426.86 60 66,222.59 12 794,671.08
非专利技术十 2019 年 6 月 5,570,485.70 60 92,841.43 7 649,890.00
非专利技术十一 2019 年 12 月 5,293,962.59 60 88,232.71 1 88,232.71

合计 7,481,930.91
上述非专利技术，本报告期均在使用年限内，并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流入，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本报告期采用直线法摊销是合理的。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执行相关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研发费用 - 以前年度非专利技术摊销

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详情请参阅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山东墨龙

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12、报告期内，你公司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260 万。 请公司补充说明应收票据坏

账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应收票据期后回款情况，补充说明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谨慎。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应收票据的业务模式为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的商业承兑汇票，年

末应收票据的减值准备按照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减值方法计提。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余额为 26,023.76 万元，均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通过昆仑银行出票，账龄均在 1 年以内。 公司按照预期信用损失率 1%
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260.23 万元。 截至本函回复日， 公司所有已到期应收票据均
已办理托收。

2018 年应收票据未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2017 年财政部陆续修订并发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
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作为 A+H 上市公司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应收票据等金融资产减值采用
预期信用损失计提。 2018 年末， 公司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出票人均为中石油和延长
石油。中石油为央企，延长石油为省属大型国有企业，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近年来收
到的相关商业承兑汇票均已按期兑付，未出现出票人拒绝或未能如期兑付情形。公
司基于对出票人资信状况和历史履约情况的判断，认为 2018 年末未到期的商业承
兑汇票的违约概率为 0，故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为 0，故未计提减值准备。

2020 年 1-3 月份，国际原油价格呈现震荡下跌，加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
业普遍推迟了复工复产。 结合宏观经济环境、所处行业的变化以及疫情影响，出于
谨慎性考虑，公司 2019 年度参照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对应收商业承兑汇
票计提了减值准备。

综上所述，从历史及期后票据托收情况看，所有票据到期后均能托收回款，因
此，2019 年度公司对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谨慎的。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执行相关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对应收商业承兑汇票计提的坏账准备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详情请参阅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山东墨龙

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13、补充说明报告期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结合期后回款情况，说明报告

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对于应收账款，公司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坏账准备。 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

的应收账款单项确定预期信用损失；除了单项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外，公
司采用以组合特征为基础的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通过应收账款违约风险敞口和预
期信用损失率计算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 并基于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确定预
期信用损失率。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金额为 50,755.90 万元，其中：中石油、中石化、
中海油和延长石油四大石油公司的合计应收账款金额为 42,954.84 万元，占全部应
收账款的 84.63%。 以上客户均为大型国有企业，资信状况良好，应收账款发生坏账
的风险极低。除石油机械产品外，公司还生产部分流体及结构用管、管坯，主要客户
为大型钢材贸易商，对这些客户公司主要采取预收账款或带款提货结算方式，最大
限度规避发生坏账的风险。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延长石油通常在公司开出发票后三个月内回款，按
照公司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政策， 本着谨慎性原则对账龄一年以内的应收
账款按照违约损失率 1%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截至本函回复日，公司已收到期后回
款约 2.89 亿元，其中四大石油公司的期后回款约 2.47 亿元，四大石油公司的期后
回款比例约 57.44� %， 上年同期回款比例为 82%， 期后回款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 四大石油公司的回款主要集中在每月 25 日以后，2020 年受春节假期及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油田客户推迟复工，导致前两个月回款相对较少。从三月份开始，四大
石油公司回款转入正常，考虑到以上因素的影响，公司期后回款是正常、合理的。从
期后回款及客户构成情况看，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执行相关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详情请参阅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山东墨龙

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14、公司连续 3 年未进行现金分红，请公司结合经营发展说明原因，并自查是

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请
公司说明加强投资者回报的主要工作思路。

回复：
公司近三年（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为 0.38 亿元、0.92 亿元和 -1.96 亿元。 鉴于公司 2016 年度亏损较大， 虽然在
2017、2018 年度经营好转，但公司仍面临短期偿债压力大、财务费用高、资产负债率
偏高等困难。 根据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利润分配原则，基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和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考虑，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分别研究决定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均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并已分别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和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补充日常运营所需流动资金，确保公司稳健
发展，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1.96 亿元，不满足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未
来发展，公司 2019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该
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自查，公司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制定及审议程序均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董事会认真研究
和论证了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并充分考虑和听取
了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亦均对公司近三年的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审议并出
具了意见。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牢固树立回报股东的意识，并制定科学、持续、稳定的分
红决策，积极回报投资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公司章程》
中制定的利润分配原则为：“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同时兼顾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并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
股东关心的问题。

随着公司未来经营不断向好，盈利能力不断提升，公司将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企业经
营发展实际情况、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项目投资资金
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
机制，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积极履行现金分
红优先的利润分配制度，与股东共同分享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成果。

15、你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对于变动超过 30%的数据未进行解释说明，比如第
7 页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2019
年年度报告部分数据存在计算错误，比如第 18 页营业成本构成中，同比增减计算
错误。 请你公司对上述情形做补充更正，并自查 2019 年年度报告是否存在其他需
要补充更正的情形。

回复：
经核查，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未对“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中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十八、补充资料 1、当期非
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中变动超过 30%的数据进行解释说明， 需将相关信息补充披
露；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营业成本构成”同比增减数据计算错误，需进行更正
披露。具体补充及更正信息，请参阅公司于本函回复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的《2019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及《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及更正公告》。

除上述补充及更正内容外，《2019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补充及更正
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影响，因本次补充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今后将加强对定期报告数据的审核力度，努力提高信
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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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
告”）。 经核查，需对年度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补充及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一、年度报告补充情况：
1、对年度报告“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之“九、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

金额”进行补充如下（字体加粗部分为补充内容）：
九、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金额 2018 年金额 2017 年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 5,216,498.87 3,472,397.69 61,798,374.25 (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5,640,168.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4,032,294.31 29,456,919.9

3
150,635,684.2

3 (2)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
29,170,030.14

-
9,489,704.33 -8,000,000.00 (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490,824.04 1,346,581.79 (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993,355.82 10,718,760.00 (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27,933.70 1,558,301.01 -2,810,442.28 (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65,641.14 8,669,151.99 1,407,291.50 (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23,368.77 2,070,087.77 325,981.53

合计 -798,133.31 15,605,256.3
3

216,249,271.1
7 --

说明：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50.23%，主要系本期收到绿化用地征

用补偿款所致。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较去年同期减少 52.36%，主要系本年收到再生资

源企业扶持补助资金减少所致。
（3）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207.39%，主要系本期计提投资者诉讼索赔款增加所致。
（4） 主要系本期银行理财产生的收益增加， 导致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159.24%。
（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较去年同期增加

100%，主要系本期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账款达成还款协议并正常履行，公司相
应调低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

（6）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 216.24%，主要
系本期将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转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7） 所得税影响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65.79%， 主要系本期非经营性损益总额减
少，相应的非经营性所得税影响额减少。

2、对年度报告“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之“十八、补充资料 1、当期非经常性损益
明细表”进行补充如下（字体加粗部分为补充内容）：

1、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216,498.87 （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4,032,294.31 （2）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
29,170,030.14 （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3,490,824.04 （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993,355.82 （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27,933.70 （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65,641.14 （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323,368.77
合计 -798,133.31 --

说明：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50.23%，主要系本期收到绿化用地征

用补偿款所致。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较去年同期减少 52.36%，主要系本年收到再生资

源企业扶持补助资金减少所致。
（3）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207.39%，主要系本期计提投资者诉讼索赔款增加所致。
（4） 主要系本期银行理财产生的收益增加， 导致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159.24%。
（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较去年同期增加

100%，主要系本期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账款达成还款协议并正常履行，公司相
应调低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

（6）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 216.24%，主要
系本期将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转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7） 所得税影响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65.79%， 主要系本期非经营性损益总额减
少，相应的非经营性所得税影响额减少。

二、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1、对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主营业务分析 2.（5）营业

成本构成”进行更正如下（字体加粗部分为更正内容）：
（1）更正前：
（5）营业成本构成
产品分类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管类产品 材料 2,201,630,805.2
6 70.79% 2,251,527,956.7

5 69.25% 1.54%

管类产品 折旧 229,524,443.32 7.38% 258,478,660.73 7.95% -0.57%
管类产品 人工 233,567,556.82 7.51% 263,355,616.60 8.10% -0.59%
管类产品 费用 445,364,502.49 14.32% 477,941,674.59 14.70% -0.38%
三抽设备 材料 24,901,997.04 66.21% 27,708,716.04 65.68% 0.53%
三抽设备 折旧 2,933,629.01 7.80% 3,415,580.29 8.10% -0.30%
三抽设备 人工 7,349,116.78 19.54% 8,415,122.90 19.95% -0.41%
三抽设备 费用 2,425,885.53 6.45% 2,649,714.91 6.27% 0.18%
石油机械部
件 材料 20,566,510.74 70.91% 36,470,549.85 70.81% 0.10%

石油机械部
件 折旧 2,671,239.09 9.21% 4,812,625.08 9.34% -0.13%

石油机械部
件 人工 4,089,519.13 14.10% 7,234,863.70 14.05% 0.05%

石油机械部
件 费用 1,676,412.81 5.78% 2,985,693.49 5.80% -0.02%

管坯 材料 594,886,395.99 83.35% 233,619,249.19 80.62% 2.73%
管坯 折旧 24,409,255.84 3.42% 11,359,308.56 3.92% -0.50%
管坯 人工 21,268,883.74 2.98% 10,345,084.58 3.57% -0.59%
管坯 费用 73,156,395.43 10.25% 34,454,637.49 11.89% -1.64%
其他 材料 101,545,778.20 70.42% 88,309,643.35 70.25% 0.17%
其他 折旧 14,246,979.39 9.88% 12,769,385.87 10.16% -0.28%
其他 人工 20,591,788.02 14.28% 18,039,051.70 14.35% -0.07%
其他 费用 7,815,650.64 5.42% 6,589,596.44 5.24% 0.18%

（2）更正后：
（5）营业成本构成
产品分类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管类产品 材料 2,201,630,805.2
6 70.79% 2,251,527,956.7

5 69.25% -2.22%

管类产品 折旧 229,524,443.32 7.38% 258,478,660.73 7.95% -11.20%
管类产品 人工 233,567,556.82 7.51% 263,355,616.60 8.10% -11.31%
管类产品 费用 445,364,502.49 14.32% 477,941,674.59 14.70% -6.82%
三抽设备 材料 24,901,997.04 66.21% 27,708,716.04 65.68% -10.13%
三抽设备 折旧 2,933,629.01 7.80% 3,415,580.29 8.10% -14.11%
三抽设备 人工 7,349,116.78 19.54% 8,415,122.90 19.95% -12.67%
三抽设备 费用 2,425,885.53 6.45% 2,649,714.91 6.27% -8.45%
石油机械部
件 材料 20,566,510.74 70.91% 36,470,549.85 70.81% -43.61%

石油机械部
件 折旧 2,671,239.09 9.21% 4,812,625.08 9.34% -44.50%

石油机械部
件 人工 4,089,519.13 14.10% 7,234,863.70 14.05% -43.47%

石油机械部
件 费用 1,676,412.81 5.78% 2,985,693.49 5.80% -43.85%

管坯 材料 594,886,395.99 83.35% 233,619,249.19 80.62% 154.64%
管坯 折旧 24,409,255.84 3.42% 11,359,308.56 3.92% 114.88%
管坯 人工 21,268,883.74 2.98% 10,345,084.58 3.57% 105.59%
管坯 费用 73,156,395.43 10.25% 34,454,637.49 11.89% 112.33%
其他 材料 101,545,778.20 70.42% 88,309,643.35 70.25% 14.99%
其他 折旧 14,246,979.39 9.88% 12,769,385.87 10.16% 11.57%
其他 人工 20,591,788.02 14.28% 18,039,051.70 14.35% 14.15%
其他 费用 7,815,650.64 5.42% 6,589,596.44 5.24% 18.61%

除上述补充及更正内容外，《2019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补充及更正
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影响，更正后的《2019 年年度报告》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因本次补充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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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遵循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针对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登记。

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并于 5 月 13 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具体
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

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即 2019 年 11 月 13 日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以下简
称“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20 年 5 月 15 日出具的《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
间，除部分核查对象（名单及交易情况附后）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前述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核查对象的具体情况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职务 交易期间 变动股数 （股）

1 龚兴宇 董事 、副总裁 2019-11-26 -49,000
2 孙崇实 副总裁 2019-11-13-2019-12-25 -1,494,000
3 汪显俊 副总裁 2019-12-17-2019-12-25 -200,000
4 金结林 监事会主席 2019-11-21-2019-12-25 -25,000
5 黄志东 职工代表监事 2019-11-14-2019-11-20 -120,700
6 涂必灵 监事 2019-11-29 -7,500
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不是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其卖出公司股票的时间

与本次激励计划公告间隔时间较久，在其卖出股票前，公司尚未开始筹划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并且在其卖出股票前，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公司股
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

2、自查期间内，公司共有 105 名激励对象交易过本公司股票，经公司核查及前
述激励对象出具的说明，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未获知公司拟进行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信息，是基于个人独立判断自行作出的决策，是因为看好公
司未来的发展前景而进行的正常交易行为， 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
易的情形，激励对象股票交易情况详见附件。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的过程中，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公司内部相关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
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公司已将参与本激励计划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
策讨论等过程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 在公司发布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内
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综上，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所有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8 号—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3、《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说明》。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3 日
附：激励对象交易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交易期间 合计卖出 （股） 合计买入 （股）

1 严寒霁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4-22 400

2 毕利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26-2020-4-24 -680,800 440,000

3 陈标禄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13-2020-04-21 -37,578

4 王先松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5-12-2019-11-13 -1,355,768 1,060,700

5 伍高伟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1-2020-05-06 -1,000 2,700

6 李维为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5-11 -200 300

7 徐贤军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6-2020-03-05 -85,600 84,700

8 何胜莲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10-2020-05-12 -88,900 16,300

9 叶吉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9-2020-03-04 -93,974

10 韩宝桂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9-2020-05-07 -382,768 67,400

11 王能永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8-2020-05-06 -800 2,400

12 段正之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6-2020-03-27 -10,100

13 彭珍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3-24-2020-04-27 -600 1,100

14 邓目社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3-2020-05-13 -64,000 24,000

15 章国政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16-2020-04-23 -39,300 40,500

16 徐敏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2-04-2020-03-05 -2,300 2,700

17 孔小虎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9-2020-04-21 -577,800 261,700

18 何晓军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5-2020-05-12 -753,376 751,300

19 房雪娟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0-2020-5-13 -118,000 24,000

20 杨中午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2-30-2020-01-03 -1,800 1,800

21 刘凯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22-2020-03-27 -1,100 100

22 魏征宇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2-24 1,000

23 赵蓉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4-2020-04-21 -561,136 21,500

24 熊开朋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13-2020-05-07 -400 500

25 梁泳华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4-2020-04-22 800

26 刘翔 中层管理人员 2020-2-7-2020-05-07 -802,300 203,000

27 张旭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2-27 -10,000

28 范国鹏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2-06-2020-02-11 -4,500 4,500

29 何胜建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10-2020-02-20 -25,000 5,000

30 林丽莅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4 -106,400

31 杨长忠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3-05-2020-03-18 -800 800

32 张宏祥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3 -1,200

33 于海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17-2020-05-08 -6,300 6,300

34 李瑞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16 -10,000

35 曹娜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4 -2,000

36 李志远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4 -1,000

37 刘姗姗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1-07 -4,300

38 宋桃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2 -2,500

39 冷雄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4-20-2020-05-13 -8,700 8,700

40 汤丽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2-10-2020-05-13 -12,200 8,200

41 陈泽纯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28-2020-03-05 -8,700 1,000

42 汪承飞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20-2020-05-13 -2,400 2,400

43 李洪林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17 -3,300 3,300

44 方顺荣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3-10-2020-03-20 -100,000

45 王云洋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03-2020-02-18 -200 200.00

46 文峰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03 -1,200

47 王敬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3-19-2020-04-27 -2,700 2,700

48 刘飞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2-2020-04-29 -19,000 3,000

49 张浩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2 -100

50 刘国华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4-30-2019-12-18 -840,748 11,800

51 华军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2-27-2020-03-20 -20,000

52 王军波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1-03 -34,700

53 刘岩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1-08-2020-01-09 -50,000

54 武书朋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6-2020-03-20 -68,500 68,500

55 邹鹏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3-2019-11-19 -50,000

56 韩雨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25-2020-03-26 -600 600

57 崔佳楠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3-2020-03-24 -80,400 56,000

58 吴勇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4-17-2020-04-20 -600 600

59 邓小斌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1-29-2019-12-17 -200 200

60 程小林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1-29-2020-04-30 -124,600 94,600

61 黄桂凯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2-27-2020-03-02 -17,100

62 陈佳峰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1-13-2020-04-28 -61,300 11,300

63 李文辉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3-2020-02-13 -5,200 5,200

64 程德胜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1-18-2020-03-03 -3,400 3,400

65 陈明晶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9-2020-02-28 -32,000 2,000

66 包卫东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1-16-2020-02-17 -400 400

67 秦勇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9-2020-03-10 -90,000

68 汤安庆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3-05-2020-03-06 -2,100 2100.00

69 林璇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28-2020-03-03 -4,400

70 肖哲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2-2020-05-08 -253,000 133,000

71 徐冉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2-27 -26400.00

72 于晓翔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28 -6,200

73 陶驰翔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2-13-2020-02-17 -3,800

74 陈鑫炎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7-2020-02-17 -71,900 71,900

75 祁刺胃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1-19 -30,000

76 邬耀宣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1-26-2020-05-13 -93,800 67,800

77 陈兆芳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02-2020-02-18 -6,300 6,300

78 王伟 中层管理人员 2020-2-4-2020-2-24 -3,000 3,000

79 郭志委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5-2020-03-26 -52,100 52,100

80 尹文明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1-19-2019-11-20 -28,367

81 谢纪伟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2 -2,700

82 唐志勇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5-6-2020-5-7 100 -100

83 孙志伟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24-2020-03-24 -7,600 6,400

84
欧阳友

华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28-2020-03-02 -10,000

85 曾健太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1-02 -600

86 章小建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9-2020-05-11 -546,000 508,900

87 洪昌武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3-2020-03-04 -475,600 416,600

88 晏红全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02-2020-05-08 -31,000 11,000

89 梁泉辉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16-2020-02-12 -5,200 5,200

90 田磊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6-2020-01-02 -50,000

91 黄燕兰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2-26-2020-02-28 -300 300

92 葛云尚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04-2020-04-21 -14,500 14,500

93 李世祥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9-2020-02-27 -34,900 34,900

94 冯振伟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1-13 -30,000

95 汪赢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2-26-2020-01-13 -20,100

96 聂尧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2-03-2020-02-27 -1,500 1,500

97 任卿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15-2020-02-25 -22,200 1,300

98 徐冬林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1-15-2020-02-03 -800 800

99 朱裕正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1-06 -100

100 何露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1-03 -200

101 黄莉恒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2-16-2020-03-09 -2,400 2,400

102 熊国强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19-11-25-2020-05-13 -43,200 43,200

103 邢亮亮 中层管理人员 2019-11-29-2020-03-17 -2,000 2,000

104 郭春雷 核心技术 （业务 ）
人员 2020-02-04-2020-03-09 -2,400 700

105 石学彬 中层管理人员 2020-01-15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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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王友林先生
通知， 获悉其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业务，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提前购回股
数 （股）

本次购回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股份性质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王友林 是 13,200,000 3.68% 流通股 2020 年 5 月
21 日

华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王友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58,591,306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44.96%；王友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5,871,30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12%。王友林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数量累

计为 65,8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25%；王友林先生之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
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数量为 0 股。

控股股东王友林先生资信情况良好， 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 质押的股份不存
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公司股价触
及预警线或平仓线，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除前述措施之外， 王友林先生已陆续和质押机构协商并确定还款计划， 计划
逐步降低股票质押率，从而根本上消解股票质押风险。

二、备查文件
1、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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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
了公示。 根据《管理办法》和《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了《科顺

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2、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通过公司内部 OA 系统发布了《科顺防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对上述
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自 2020 年 5 月 13 日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向监事会反馈意见。

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书面提出的异议或不良反
映。

3、关于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
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
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

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的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未参与本次激励计划。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
效。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