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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焦方正先生、总经理孙清德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红晨先生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道强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79,039,414 85,307,777 -7.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2,986,788 24,638,094 -6.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53,173 -1,879,25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510,893 11,135,608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685,210 -368,72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715,977 -398,76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08 -1.8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19 -0.02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19 -0.028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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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7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837 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0,195   

所得税影响额 -3,489   

合计 30,76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8,096 

其中 H股股东人数 371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9,224,32

7,662 

65.22 9,224,327,6

62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2,085,95

5,496 

14.75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1,035,00

0,000 

7.32 1,035,000,0

0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嘉实元兴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67,798,

352 

1.19 0 
无 

0 其他 

迪瑞资产管理（杭州）

有限公司 

133,333,

333 

0.94 0 
质押 

133,333,3

33 

其他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

鑫信托-慧智投资 49号

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66,666,6

66 

0.47 0 

未知 

  其他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

鑫信托-慧智投资 47号

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66,666,6

66 

0.47 0 

未知 

  其他 

财通基金－民生银行－

曙光15号资产管理计划 

16,264,0

90 

0.12 0 
未知 

  其他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

行－北信瑞丰基金丰庆

33号资产管理计划 

15,465,0

83 

0.11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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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基金－民生银行－

华安疾风 7号分级资产

管理计划 

15,409,0

00 

0.11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085,955,496 境外上市外资

股 

2,085,955,496 

北京嘉实元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7,798,352 人民币普通股 167,798,352 

迪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133,333,333 人民币普通股 133,333,333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智

投资 49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6,666,666 
人民币普通股 

66,666,666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智

投资 47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6,666,666 
人民币普通股 

66,666,666 

财通基金－民生银行－曙光 15号资

产管理计划 

16,264,090 
人民币普通股 

16,264,090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北信瑞

丰基金丰庆 33号资产管理计划 

15,465,083 
人民币普通股 

15,465,083 

华安基金－民生银行－华安疾风 7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15,4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09,000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13,33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33,30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10,842,727 
人民币普通股 

10,842,7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除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49号结构化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及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47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同属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财通基金－民生银行－曙光 15号资产管理计划及财通基

金－光大银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属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华安基金－民生银行－华安疾风 7号分级

资产管理计划及华安基金－兴业银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同属华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外，本公司未知

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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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于 2016年 

3月 31日 

人民币千元 

于 2015年 

12月 31日 

人民币千元 

变化 

% 

变化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282,013 141,132 99.6 主要是客户加大票据结算量 

预付款项 612,181 460,035 33.1 主要是境外项目设备采购款和工

程分包款增加 

在建工程 1,020,190 2,710,178 -62.4 主要是海洋装备转成固定资产 

应付职工薪酬 
257,324 187,561 37.2 

主要是应付住房公积金和工会会

费增加 

应交税费 706,696 2,612,168 -72.9 主要是2016年第一季度缴纳税款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54,895 87,360 77.3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

加 

未分配利润 
-543,923 1,141,287 -147.7 

主要是2016年第一季度发生较大

亏损 

 
项目 截至 3月 31日止期间 变化 

% 

变化主要原因 

2016年 

人民币千元 

2015年 

人民币千元 

营业收入 8,510,893 11,135,608 -23.6 主要是本期油服工作量降幅较大

及服务价格有所下降 

财务费用 88,572 157,766 -43.9 主要是本期借款规模减少 

营业外支出 
11,054 7,614 45.2 

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使用以

“-”号填列） 

-162,600 59,496 -373.3 主要是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收到

的现金同比大幅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使用以

“-”号填列） 

2,069,580 3,544,859 -41.6 主要是去年同期非公开发行A股收

到募集资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的 1,333,333,333股有限条件 A股股份已于 2016年 3月 3日限售期结

束并上市流通，相关公告已于 2016年 2月 2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通知，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拟根据《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定向回购股份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承诺，提请公司董事会在符合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资委”）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相关

制度的前提下尽快提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于2016年3月29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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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决议案，相关公告已于2016年3月30日登载于《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做出的正在履行的承诺如下： 

1、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依法规范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有合理理

由存在的关联交易，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与本公司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

协议，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关

联交易价格的确定将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确定。 

2、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出具了《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关于规范关联交易、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

诺函》，主要内容如下：（1）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在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继续与本公司保持分开，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相关规定，不利用控制权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程序，干预本公司经营决策，损害本公司和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2）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

用本公司及其控股企业的资金。（3）如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违反上述承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将依法承担及赔偿因此给本公司造成的损失。 

3、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1）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承诺不会、且将

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确保下属企业不会从事与本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活动。（2）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星公司如有任何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

新业务机会，将优先将上述商业机会赋予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5年内，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将在综合考虑国家法律规定、行业发展规范、国际政治经济等相关因素后择机向本

公司出售新星公司下属“勘探四号”钻井平台所从事的石油工程服务业务。（3）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完成后，如果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发现任何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将优先将上述商业机会赋予本公司；

如果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拟向第三方转让、出售、出租、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获得的任

何可能会与本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将赋予本公司优先选择权。以此避免与本公司

存在同业竞争。（4）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同意依法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

成的损失。 

 

对于上述承诺，目前仍在履行过程中，本公司未发现控股股东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有违反上述承诺

的情况。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焦方正先生  

日期 201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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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6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64,665 2,011,590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282,013 141,132 

应收账款 19,688,748 27,121,127 

预付款项 612,181 460,03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6 6 

其他应收款 2,840,242 2,432,78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6,556,470 14,769,275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240,992 2,493,030 

其他流动资产 82,062 82,062 

流动资产合计 44,267,379 49,511,042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494 40,494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18,400 216,4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9,907,289 29,008,189 

在建工程 1,020,190 2,710,178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3,660 4,023 

生产性生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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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80,970 182,203 

开发支出 2,373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211,229 3,447,8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7,430 187,430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772,035 35,796,735 

资产总计 79,039,414 85,307,77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3,990,082 12,070,312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599,333 1,284,745 

应付账款 25,364,475 28,909,101 

预收款项 7,643,557 9,263,97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57,324 187,561 

应交税费 706,696 2,612,168 

应付利息 16,825 14,823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5,561,546 5,473,433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4,895 87,36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5,294,733 59,903,47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630,544 618,969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47,807 57,072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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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应付款 1,051 1,051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48,380 59,008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251 31,251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759,033 767,351 

负债合计 56,053,766 60,670,82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4,142,661 14,142,661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894,216 8,894,21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293,451 259,547 

盈余公积 200,383 200,38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43,923 1,141,2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2,986,788 24,638,094 

少数股东权益 -1,140 -1,14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985,648 24,636,95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9,039,414 85,307,777 

法定代表人：焦方正先生  总经理：孙清德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红晨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

人：宋道强先生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6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70,729 419,11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306,094 5,15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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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5,576,823 5,576,633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0,215,327 20,215,327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215,327 20,215,327 

资产总计 25,792,150 25,791,96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69 69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119,803 1,119,802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119,872 1,11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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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1,119,872 1,119,871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4,142,661 14,142,661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1,751,318 11,751,31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00,383 200,383 

未分配利润 -1,422,084 -1,422,27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672,278 24,672,08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5,792,150 25,791,960 

法定代表人：焦方正先生 总经理：孙清德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红晨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

人：宋道强先生 

 

合并利润表 

2016年 1—3 月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8,510,893 11,135,608 

其中：营业收入 8,510,893 11,135,60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0,183,394 11,488,152 

其中：营业成本 9,216,491 10,42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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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6,352 134,586 

销售费用 10,527 10,650 

管理费用 751,718 758,224 

财务费用 88,572 157,766 

资产减值损失 -266 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7,673 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0 0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664,828 -352,544 

加：营业外收入 45,309 47,636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1,348 16,421 

减：营业外支出 11,054 7,61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124 14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630,573 -312,522 

减：所得税费用 54,637 56,253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85,210 -368,7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85,210 -368,724 

少数股东损益 0 -5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

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

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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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685,210 -368,7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685,210 -368,72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0 -51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9 -0.028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9 -0.028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

的净利润为： 0 元。 

法定代表人：焦方正先生  总经理：孙清德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红晨先生 会计机构负

责人：宋道强先生 

 

 

母公司利润表 

2016年 1—3 月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818   

财务费用 -1,008 0.4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90 -0.4 

加：营业外收入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90 -0.4 

减：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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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90 -0.4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90 -0.4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焦方正先生  总经理：孙清德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红晨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

人：宋道强先生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6年 1—3 月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980,083 15,817,682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2,037 37,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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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72,900 962,47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055,020 16,817,96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836,474 12,154,207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698,737 2,967,44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19,654 2,514,04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553,328 1,061,5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008,193 18,697,2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3,173 -1,879,25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0 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50 188,382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673 22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923 188,60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07,805 129,093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2,718 1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0,523 129,1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600 59,49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 5,954,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6,285,419 17,044,17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3,000 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428,419 22,998,17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3,962,739 19,338,085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00,430 109,158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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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95,670 6,06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358,839 19,453,3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69,580 3,544,85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732 -74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6,925 1,724,35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11,590 1,213,89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64,665 2,938,251 

法定代表人：焦方正先生  总经理:孙清德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红晨先生 会计机构负

责人：宋道强先生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6年 1—3 月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0 0 

收到的税费返还 0 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04 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04 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0 

支付的各项税费 34 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9,809 4,546,1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9,843 4,546,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439 -4,546,13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88,276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8,27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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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950 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950 188,27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 5,954,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0 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954,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0 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0 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5,954,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8,389 1,596,14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19,118 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70,729 1,596,144 

法定代表人：焦方正先生  总经理：孙清德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红晨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

人：宋道强先生 

 

4.2 审计报告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