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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871                                               公司简称：*ST 油服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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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

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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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本公司共有 9 位董事出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董事樊中海先生因公请假，委托

董事孙清德出席会议并行使权利。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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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由于 2018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值，董事会建议 2018 年度不进行现金股

利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需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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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油服 600871 石化油服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石化油服 103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洪海 沈泽宏 

电话 86-10-59965998 86-10-59965998 

传真 86-10-59965997 86-10-59965997 

电子信箱 ir.ssc@sinopec.com ir.ssc@sinopec.com 

 

2.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油气工程与技术服务专业公司，拥有超过 50年的经营业绩和丰富的项目

执行经验，是一体化全产业链油服领先者。截至 2018年底，本集团在中国的 20 多个省，76个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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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561个区块开展油气工程技术服务；同时海外业务规模不断提高，在 37个国家和地区执行 370

个项目。 

 

本公司共有五大业务板块，分别是：地球物理、钻井工程、测录井、井下特种作业和工程建设，

五大业务板块涵盖了从勘探、钻井、完井、油气生产、油气集输到弃井的全产业链过程。 

 

本公司拥有涵盖油气勘探和生产全产业链的技术研发支撑体系，拥有 3 个研究院，3 个设计公司

等一批科研机构，能够为高酸性油气藏、致密油气藏、页岩气、稠油油藏等各类油气田提供一体

化服务，并曾获得中国国家科技进步奖，川气东送管道项目获得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本公司拥

有国内领先的页岩气石油工程配套技术，形成了 3,500 米以上页岩储层的钻井、测录井、压裂试

气、装备制造和工程建设五大技术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基本实现国产化。 

 

本公司将秉承“市场是根、服务是魂、效益为本、合作共赢”发展理念，大力实施“专业化、市场

化、特色化、高端化、国际化、一体化”发展战略，谋求从陆上到海上、从国内到国外、从常规到

非常规、从单一工程项目施工到综合油藏服务的四个拓展，努力实现“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综合

型油服公司”的企业愿景。 

 

2.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0,904,715 62,089,315 61,942,629 -1.9 74,493,166 

营业收入 58,409,078 48,593,948 48,485,788 20.2 42,923,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以“-”

号填列）  

142,056 

 

-10,589,524 -10,582,541 不适用 -16,114,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7,951 

 

-10,399,296 

 

-10,399,296 不适用 -16,173,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778,410 -2,099,946 -2,102,628 不适用 8,442,8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使用以“-”

填列） 

-2,939,789 404,761 419,456 不适用 -3,907,3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8 -0.749 -0.748 不适用 -1.13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8 -0.749 -0.748 不适用 -1.1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86 -335.35 -335.78 

增加 338.21

个百分点  
-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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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8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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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7,637 13,385,365 13,528,135 21,227,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30,129 370,820 39,025 -297,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亏损以“-”号填列）  

-334,673 335,136 1,570 35,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使用以“-”号填列） 

-1,864,850 -1,650,192 471,244 104,009 

 

三 股东情况 

3.1 普通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6,301 

其中：A股股东 135,960 

      H股记名股东 341 

2018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1,776 

其中：A股股东 131,432 

      H股记名股东 34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增

减（股）1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石化集

团公司”）2 

国有

法人 

1,503,568,70

2 

10,727,896,364 56.51 1,503,568,702 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3 

境外

法人 

3,315,275,48

2 

5,402,110,978 28.46 2,595,786,987 0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中信有限”） 

国有

法人 

0 1,035,000,000 5.45 0 0 

迪瑞资产管理（杭州）

有限公司 

其他 0 133,333,333 0.70 0 133,333,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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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 66,666,666 0.35 0 0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

－华鑫信托－慧智投

资 47 号结构化集合资

其他 0 66,666,666 0.3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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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信托计划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长江盛世华章

集合型团体养老保障

管理产品进取增利 2

号组合 4 

其他 23,148,854 23,148,854 0.12 23,148,854 0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中

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 

其他 0 13,333,300 0.07 0 0 

深圳市永泰投资有限

公司 

境 内

法人 

10,000,000 10,000,000 0.05 0 0 

蔡惜莲 境 内

自 然

人 

6,680,000 6,680,000 0.04 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股） 

股份种类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9,224,327,662 A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806,323,991 H股 

中信有限 1,035,000,000 A股 

迪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133,333,333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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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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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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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深圳市永泰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 A股 

蔡惜莲 6,680,000 A股 

胡旭仓 6,200,189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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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与2017年12月31日相比； 

2、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除直接持有本公司10,727,896,364股A股股份外，还通过全资附属公司

盛骏公司持有本公司2,595,786,987股H股股份。因此，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直接和间接共持有本公

司13,323,683,351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份的70.18%； 

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以代理

人身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本公司H股股票； 

4、代表本公司齐心共赢计划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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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除直接持有本公司10,727,896,364股A股股份外，还通过中国石化盛骏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盛骏公司”）持有本公司2,595,786,987股H股股份。因此，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13,323,683,351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份的70.18%。 

3.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3.4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不适用 

 

四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本部分所述财务数据，除非特别注明，均节录自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之合并财务报表。 

（一）市场回顾 

2018年，世界经济保持温和增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6%，

国内油气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国际油价总体上保持震荡回升态势，全年北海布伦特原油现货

平均价格为71.3美元/桶，较上年增长31.8%；国际原油价格上升推动境内外油公司增加上游勘探

开发资本支出，如本公司第一大客户中国石化2018年上游勘探开发资本支出为人民币422亿元，同

比增长34.8%。受此影响，油田服务行业经营环境进一步改善，油田服务工作量同比明显增加，油

田服务市场持续复苏。 

 

（二）业务回顾 

2018年，本公司合并营业收入为本公司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58,409,078千元，同比增加20.2%；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42,056千元，同比增加人民币10,731,580千元。2018年，本

公司抓住油公司加大上游勘探开发投资力度的有利时机，加强市场分析研判，持续加大激励力度，

全力开拓市场，全年新签合同额人民币627.7亿元，同比增长18.0%；根据油服行业的特点，科学

组织生产运行，全年完成合同额人民币584.2亿元，同比增长29.2%，主要专业工作量同比显著增

加；深化内部改革，持续推进瘦身健体，加快辅助业务专业化发展，强化成本费用控制，挖潜增

效，本公司经济效益逐步好转，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毛利率8.2%，同比提高14.2个百分点，全年归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本公司 

70.18%
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本公司 

100% 

 

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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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1、物探服务 

2018年，本公司物探服务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5,131,649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3,980,069千元增加28.9%。全年完成二维地震30,279千米，同比增加36.7%；全年完成三维地震

13,441平方千米，同比减少1.8%。二维、三维资料记录合格率为100%，地震资料质量持续提升；

单点高密度地震采集技术在东部老油田获得推广应用，展现了良好的市场前景；全力开拓国内外

部市场和国际市场，中国地质调查局市场规模逐步扩大，继续保持了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国际地球

物理承包商地位。 

 

2、钻井服务 

2018年，本公司钻井服务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29,883,121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24,718,771千元增加20.9%。全年完成钻井进尺869万米，同比增加18.1%。本公司优质高效服务中

国石化集团公司的勘探开发任务，全力保障涪陵页岩气田二期、顺北特深油气田、华北致密气田、

川西中浅层、普光气田、威荣页岩气和东部老油田等产能建设，文23储气库一期工程进入收尾阶

段；页岩气配套技术助力开拓了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中国地质调查局、贵州页岩气等市场，形

成中国石油页岩气市场49部钻机的规模，14座海洋钻井平台投入施工；继续保持沙特阿美公司、

科威特石油公司和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最大的陆上钻井承包商。 

 

3、测录井服务 

2018年，本公司测录井服务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2,006,180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1,810,868千元增加10.8%。全年完成测井24,309万标准米，同比增加17.5%；完成录井进尺747万

米，同比增加12.2%。2018年，本公司测录井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优质高效保障了中

国石化集团公司威荣页岩气田产能建设、西北及四川等油气田增产任务；在中国石油西南页岩气、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方煤层气等国内外部市场规模显著扩大。 

 

4、井下特种作业服务 

2018年，本公司井下特种作业服务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5,644,308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

民币4,189,002千元增加34.7%。全年完成井下作业5,954井次，同比增加15.7%。2018年本公司井

下特种作业紧紧抓住市场回暖的有利时机，以保障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两北一川”油气勘探开发

为重心，持续推进川渝地区页岩气、鄂尔多斯致密油气、顺北超深油气藏等的增储上产，努力推

进海上油气田、东部老区难动用储量及酸性气田的增产稳产工程；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开展难动

用储量合作开发并取得显著成效，承揽了12个难动用区块，全年累计增产原油约3万吨；以优势技

术和装备持续拓展国内外部及国际市场，连续油管和高压带压作业等专业化队伍保障能力持续加

强，高端业务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5、工程建设服务 

2018年，本公司工程建设服务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13,132,857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

币11,851,717千元增加10.8%。2018年累计新签合同额180.7亿元，同比减少3.5%；完成合同额人

民币145.0亿元，同比增加21.9%；全力推进潜江至韶关输气管道工程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国家

重点工程鄂安沧输气管道项目一期工程正式投用；大力开拓市场，先后中标日濮洛原油管道项目7

个标段中的6个，合同额人民币4.5亿元，积极拓展新市场、新领域，先后中标古雷炼化、贵州煤

化工等项目共计合同额人民币13.5亿元，以及先后中标4个海上风电项目。积极拓展地方燃气管道

和市政路桥市场，燃气管道全年累计新签合同额人民币17.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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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际业务 

2018年，本公司国际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13,111,312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12,936,519千元增加1.4%，占本公司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22.9%，同比减少4.3个百分点。本公司

一直以来都在坚定不移地实施国际化战略，经过多年发展，本公司国际业务已形成中东、非洲、

美洲、中亚及东南亚五大规模市场。2018年，海外市场新签合同额22.1亿美元，同比增加16.3%；

完成合同额18.8亿美元，同比减少6.7%。中东市场持续扩大，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续签了4台钻机

5年合同，合同额2.7亿美元；与科威特石油公司（KOC）签订了20台钻机5+1年合同，合同额为10.6

亿美元。在墨西哥市场，成功完成EBANO油田综合服务项目合同转型；乍得和乌克兰等新市场开拓

取得突破。 

 

7、科技开发 

2018年，本公司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持续提升勘探开发服务保障能力。

全年申请国内外专利562件，获得国内外专利授权465件，“一种海上多方位石油钻修井自升式平台”

获2018年度国家专利优秀奖。2018年，本公司聚焦科技为油服业务提质提速提效提产服务，集成

配套页岩油气勘探、超深井、致密油气开发等工程技术，优化方案设计和施工流程，各项主要技

术指标不断提升。顺北蓬1井完钻井深8,455米、顺北5-5H井完钻井深8,520米及顺北鹰1井完钻井

深8,588米，连续创亚洲陆上钻井最深纪录，标志着本公司已掌握世界先进的超深井钻井技术。单

点高密度、高精度地震勘探技术在东部、四川、准中等地区实现工业化，国内首次自主扫描高效

采集攻关实验获得成功。应用“低温多效蒸发”等技术，建成国内首座高含硫气田采出水资源化

利用处理站。境内ERP项目顺利完成，有效提升了集团化管控、精细化管理水平。 

 

8、内部改革和管理 

2018年,本公司持续深化内部改革，各项改革措施取得良好成效。持续推进瘦身健体，组织机构更

趋精干，压减公司机关部门5个，压减专业经营单位4家。持续推进辅助业务专业化发展，全面推

进辅助业务承包经营，努力减少辅助业务亏损，做优做强主营业务。优化内部装备资源配置，完

善共享机制，加大装备统筹调剂，提高资产创效能力。大力挖潜增效，全年完成降本减费人民币

32亿元。积极推进本公司产业链延伸，业务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在产业链向上延伸方面，完成墨

西哥EBANO综合项目合同转型，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难动用储量合作开发持续推进；在产业链向

下延伸方面，实现撬装式钻井液参数自动化测量系统销往中国海油市场。技术服务和新兴业务加

快发展，全资子公司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取得道达尔全球测井项目承包商资质，节能环

保、牵引器测井、连续油管等特色业务健康发展。 

 

9、资本支出 

2018年，本公司实际完成资本支出人民币15.2亿元。2018年，本公司坚持优化投向、用好增量、

盘活存量，从严从紧控制投资，主要安排国际市场钻机及修井机改造9台，钻机电动化改造7台，

购买钻机网电装置8套、顶驱11台及旋转导向设备1套，更新改造勘探三号平台和发现2号物探船部

分设备设施，以及 ERP信息系统建设等投资项目。 

 

（三）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2018 年 

人民币千元 

2017 年 

人民币千元 

变动率 

（%） 

营业收入      58,409,078  48,593,948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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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53,320,296  51,091,147 4.4 

销售费用          64,249  59,615 7.8 

管理费用       3,239,084  3,619,364 -10.5 

财务费用         441,190  580,051 -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9,789 404,761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4,471 -1,011,94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18,785  748,034 383.8 

研发支出         928,586  517,599 79.4 

 

2、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分行业 2018 年 

营业收入 

人民币千元 

2018 年 

营业成本 

人民币千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地球物理 5,131,649 4,737,771 7.7 28.9 26.2 
增加 2.1个百分

点 

钻井 29,883,121 27,302,161 8.6 20.9 3.0 
增加 15.8 个百

分点 

测录井 2,006,180 1,967,854 1.9 10.8 -4.7 
增加 15.9 个百

分点 

井下特 种

作业 
5,644,308 5,103,037 9.6 34.7 12.9 

增加 17.5 个百

分点 

工程建设 13,132,857 11,959,947 8.9 10.8 -4.3 
增加 14.4 个百

分点 

其他 1,499,026 1,545,115 -3.1 30.8 29.8 
增加 0.8个百分

点 

合计 57,297,141 52,615,885 8.2 20.1 4.1 
增加 14.2 个百

分点 

 

3、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地区名称 2018年 

营业收入 

人民币千元 

2018年 

营业成本 

人民币千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中国大陆 
44,185,829 41,177,951 6.8 27.4 5.9 

增加17.5个

百分点 

港澳台及

海外 
13,111,312 11,437,934 12.8 1.4 -5.3 

增加 6.1 个

百分点 

 

4、主要销售客户及供应商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前五名客户的合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7,381,157 千元，占 2018年度营业收

入 81.1%，其中前五名客户营业收入中关联方销售额为人民币 36,885,294 千元，占 2018 年度营

业收入 63.1%。2018年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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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金额（人民币千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36,885,294            63. 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4,027,689  6.9 

SAUDI ARABIAN OIL COMPANY              3,179,949  5.4 

KUWAIT OIL COMPANY               2,145,864  3.7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1,142,361  2.0 

合计            47,381,157 81.1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从前五大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为人民币 11,574,866千元，占本公司 2018年

度采购总额的 34.1%，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人民币 11,129,935千元，占 2018

年度采购总额 32.8%。向最大供应商采购金额约占本公司采购总额的 28.9%，最大供应商为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 

 

5、费用 

项目 2018 

人民币千元 

2017 

人民币千元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3,239,084 3,619,364 -10.5 主要是社区综合服务费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64,249 59,615 7.8 主要是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所致 

财务费用 441,190 580,051 -23.9 主要是汇兑净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  2,735,857 不适用 

主要是 2017 年去过剩产能、压减队伍，

对富余装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所得税费用 373,581 239,034 56.3 主要是公司盈利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6、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增减额 变动率 

（%） 

变化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使

用以“-”填列） 

-2,939,789 404,761 
增加净流出

3,344,550 

增加流出

826.3% 

应付款项支付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使

用以“-”填列） 

-1,174,471 -1,011,944 
增加净流出

162,527 

增加流出

16.1% 

固定资产投资支

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618,785 748,034 

增加净流入

2,870,751 

增加流入

383.8% 

本年完成非公开

发行共募集资金

净额人民币 76.4

亿元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展望2019年，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温和增长，中国经济将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国际油价将

延续宽幅剧烈震荡态势；全球油气勘探开发的资本支出总量仍将持续增长，尤其是国内三大油公

司在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的驱动下有望继续加大上游勘探开发投资力度；同时随着中国天然气需求

的快速增长，以及大力推动天然气产供储体系建设，中国天然气领域投资将进一步增大。受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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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油田服务行业将继续呈现恢复性增长的态势，经营环境将持续好转。 

 

2、公司 2019 年经营计划 

2019年，本公司将抓住油田服务市场需求持续回暖的有利时机，发挥综合油气服务能力和特色技

术优势，在保障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勘探开发的同时，全力开拓外部市场，实现增收增效，全年计

划新签合同额人民币617亿元，其中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内部市场人民币349亿元，国内外部市场人

民币118亿元，海外市场人民币150亿元；持续深化改革，优化组织结构、队伍结构和业务结构，

提高竞争能力；持续推进向上、向下延伸产业链，扩大难动用储量合作开发和油藏综合服务，加

快突破钻井旋转导向、高温高压MWD、高端测录井仪器等技术，培养高端产品，形成新兴产业；

狠抓成本管控，大力挖潜增效；持续加强科技攻关，推进油田服务业务提速提效，提高创新创效

能力，努力实现更好的经营业绩，为实现公司全面可持续发展打下决定性基础。重点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 

 

1、物探服务 

2019年，本公司将加大单点高密度地震、大沙漠区可控震源采集、滩浅海高精度地震、井下光纤

传感等技术的推介和推广，发挥技术在油气勘探中的引领促进作用；将继续高效服务中国石化集

团公司的勘探部署，全面做好塔里木盆地、东部断陷、准格尔盆地石油勘探工作及四川盆地、鄂

尔多斯盆地天然气勘探工作；继续增强采集、处理、解释一体化服务能力，持续加强与中国地质

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等重点客户战略合作；持续运行好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中非和墨西

哥等国外项目；抓好沙特S84项目及时启动并高效运行。全年计划完成二维地震采集21,000千米，

较2018年实际完成数减少30.6%；计划完成三维地震采集17,310平方千米，较2018年实际完成数增

长28.8%。 

 

2、钻井服务 

2019年，本公司将紧紧围绕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原油产量保持稳定、天然气快速增长”的发展要

求，强化服务理念，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巩固和提高内部市场占有率，高效服务威荣、川西、

东胜、海域等重点产能建设，有效推进顺北特深油气田、西南天然气、鄂尔多斯致密油气等效益

开发。集中优势资源全力以赴开拓中国石油市场，把中国石油新疆地区、川渝地区、陕北地区作

为国内外部的重点市场，做优中国海油海上钻井平台和船舶市场，进一步巩固在延长油田、中国

地质调查局等传统市场地位，以优质的服务不断扩大市场服务范围。进一步发挥公司技术一体化

优势，扩大国内页岩气市场，探索低成本的地热和煤层气市场的合作模式；全年计划完成钻井进

尺920万米，较2018年实际完成数增长5.9%。 

 

3、测录井服务 

2019年，本公司将继续以勘探开发需求为导向，巩固和扩大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内部市场份额的同

时，积极增加外部市场收入。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内部市场，重点保障顺北、四川等重点区域项

目实施；在外部市场，继续优化布局，强化对中国石油威远、鄂尔多斯、延长油矿、中东等市场

拓展；继续优化调整队伍、装备和人员，推进内部资源优化配置，做精做强测录井技术服务业务。

全年计划完成测井23,570万标准米，较2018年实际完成数减少3.0%；计划完成录井进尺785万米，

较2018年实际完成数增长5.1%。 

 

4、井下特种作业服务 

2019年，本公司将不断完善井下特种作业工程技术体系，不断向上向下延伸产业链，努力提高勘

探开发服务保障能力，重点保障四川盆地涪陵页岩气田及威荣页岩气田、鄂尔多斯致密油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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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木超深油气藏、海上油气田等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持续推进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难动用储量

的合作开发，并进一步扩大规模；做精做强做大高压带压作业和智能连续油管等高端业务，继续

发展无水压裂和智能完井等新业务。继续拓展中国石油页岩气市场，以科威特修井项目为基础不

断拓展中东、中亚等地区的修井市场，提升高端业务服务能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全年计划完成

井下作业6,686井次，较2018年实际完成数增长12.3%。 

 

5、工程建设服务 

2019年，本公司将以强化项目管理为核心，全面控制项目风险，提升项目盈利能力；重点抓好潜

江至韶关输气管道工程项目、威荣页岩气项目、鄂安沧天然气管道、日濮洛原油管线等重点工程

的建设；巩固和提升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市场份额，积极参与顺北、威荣等管道建设，持续提高长

输管道市场占有率；组建管道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国家油气管道市场，密切跟踪重点央企和地方

政府燃气、水利、市政等项目；在国际市场上，强化重点项目开发，重点聚焦沙特、肯尼亚、泰

国等优势市场，持续优化境外市场布局；全力拓展固废、危废处置、土壤修复等新业务、新市场。

全年计划新签合同额人民币150亿元，完成合同额人民币135亿元。 

 

6、国际业务 

2019年，本公司在国际业务方面重点强化统一规范管理、优化市场布局、高效整合资源、加快转

型升级、严格防控风险，努力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钻井业务突出做优做强，在沙特向天然

气井等清洁能源领域拓展，在科威特向深井钻修井等业务发展，在厄瓜多尔、阿尔及利亚向钻井

液、定向井等技术服务业务拓展，积极开拓乌克兰、伊拉克等市场。物探业务突出优化集中，整

合优质资源，开发非洲、中东、拉美、中南亚区域市场，重点开发阿尔及利亚市场，积极跟踪阿

联酋、阿曼、尼日利亚、孟加拉国等市场。工程建设业务突出稳中求进，重点跟踪沙特、乌干达、

肯尼亚、泰国等市场。油藏综合服务业务稳步扩大，总结推广墨西哥EBANO项目经验，海外权益

油和增产油达到18.4万吨。全年计划新签合同额22亿美元，完成合同额19亿美元。 

 

7、科技开发 

2019年，本公司将继续创新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优化顶层设计，整合优势资源，提高创新

质量和效率。紧紧围绕勘探开发储量动用和发现、油气产量和采收率提升、成本管控和提速提效

三大任务，加大科技攻关研究和技术推广应用，做好顺北工区、川渝工区、鄂北工区等重大项目

的服务保障；不断提升高密度、复杂地表、可控震源等地震勘探技术，攻关优化深层页岩气、常

压页岩气、深层油气藏等关键技术，完善提高致密油气藏、滩浅海油气藏、东部老油田等关键技

术，加大成熟工艺技术先导试验和推广应用力度，增强安全优快高效施工能力。做好产业链延伸

和新兴业务发展的技术支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装备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升级改造，

提高运行效率。 

 

8、内部改革和管理 

2019年，本公司将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优化内部资源的统筹利用，推

进财务、人事、信息等共享服务，精简机关设置，推进瘦身健体，降低运行成本。深化辅助业务

专业化发展，完善承包经营机制，推动辅助业务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大绩效考核力度，人事、劳

动、分配等三项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激发经营活力。大力降本减费，深入推进全员成本目

标管理，加强全要素、全过程成本管控，全年计划完成降本减费人民币6亿元。 

 

9、资本支出 

2019年，本公司计划安排资本支出人民币25亿元，其中非安装设备投资人民币21.9亿元、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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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人民币0.3亿元、计算机信息项目人民币0.3亿元、安全环保项目人民币0.9亿元、一般技措项目

人民币1.6亿元；主要用于提速提效的钻机电动化、网电化、自动化改造，电动压裂撬、压裂车更

新，购买高精度高密度物探装备，海外市场的施工装备更新改造，以及安全隐患治理、环保治理

项目等，从严控制非生产、非主业项目，从而提升本公司技术服务能力，培育核心竞争力，大力

提高投资效益。 

 

（五）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8 年度，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42,056 千元（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人民币 240,188 千元），2018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466,064 千元。由于年末母公司未

分配利润为负值，董事会建议 2018 年度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

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5.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

因及其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

“三分类”，金融资产类别减少。本集团金融资产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等

三类。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了“预期损失法”。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要求进行追溯调整，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无重大影响。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本集团采用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核算与客户之间的合

同收入，收入的确认标准由现行的“商品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时”确认收入改为“客户

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合同开始日，本集团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该合同所

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确定各单项履约义务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然

后，在履行了各单项履约义务时分别确认收入。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要求对期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追溯调整，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本集团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应用新收入准则对报表科目的影响如下： 

 
以前年度列示金额 按照新准则调整金额 重述金额 

资产负债表：       

存货 7,835,489 -6,472,907 1,362,582 

合同资产 -     6,472,907 6,472,907 

预收账款 8,561,811 -8,561,811 -     

合同负债 -     8,561,811 8,561,811 

合计： 16,397,300 -    16,397,300 

 

3、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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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

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5.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5.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集团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5.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为本公司 2018 年度按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中云 

2019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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