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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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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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 2017

年实现利润总额 507,469,558.61 元人民币。2017 年应缴所得税总额为 112,954,376.59元，实现

净利润为 394,515,182.02元人民币,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94,515,182.02元。 

为了回报投资者对公司的支持，同时兼顾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

为：以 2017年度末总股本 400,000,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元（含税），

共计分配股利 120,000,030 元，占本次可分配利润的 30.42%，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2017年盈余公积金和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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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曼石油 60361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万清 石明鑫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399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

3998号 

电话 021-61048060 021-61048060 

电子信箱 ssbgs@zpec.com ssbgs@zpec.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以钻井工程为核心业务，带动钻机装备制造业务协调同步发展的油服公司。公司以技

术能力的提升为突破口，以高难度钻井项目的工程大包为依托，逐步成长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

综合性石油服务供应商。 

公司的钻井工程业务目前主要集中于国内鄂尔多斯盆地、国外中东和俄罗斯地区。公司的钻井工

程内容包括：工程服务方案的设计，原材料和设备的采购、运输以及安装调试，钻井综合作业以

及工程的综合管理，其中钻井综合作业涵盖钻井、测井、录井、固井、完井、钻井液以及定向井

等项目。公司钻井工程业务的客户主要是俄气、中石油、斯伦贝谢、壳牌、巴什石油等国际知名

石油公司及油服公司。 

公司的钻机装备制造业务包括设备的研发、设计以及生产，主要产品包括成套钻机设备以及钻机

核心部件。公司的钻机装备制造业务以钻井工程需求为导向，可以根据钻井工程不同的项目地域

和项目要求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方案。公司生产的钻机装备除了自用以外亦对外销售。  

（二）经营模式 

公司以总承包或者分包的方式承揽钻井工程合同，参与油气田工程项目建设。 

钻井工程业务的开展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客户通常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合适的油服企业在油

田区块进行钻井作业。钻井工程开始前，油服企业要完成材料与设备的采购，钻井工程的实施过

程通常涉及方案设计、钻前准备、分开次钻进至设计井深、验收及交井等一系列的过程。钻井工

程服务商与石油公司间的合作方式通常为分包模式或者大包模式，其主要区别在于双方风险与收

益分配的不同，通常大包模式下的合作对于油服公司的风险更高，相应的收益更为丰厚。 

钻机装备制造业务员通常是通过参与招标、展销会等方式获取业务机会并根据客户的需求生产设

备。由于上述设备的技术工艺复杂、个性化程度高，属于专有设备，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经营。

钻机装备制造业务中，钻机装备制造商通常还负责为客户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使用培训以及

后续维护保养工作并收取相应报酬。 

（三）行业情况 

1、世界石油市场趋于平衡，国际油价企稳回升 

世界石油市场供需基本面总体好转，国际油价同比上涨。2017 年国际油价呈“V”形走势，布伦

特和 WTI 原油期货均价分别为 54.7 美元/桶和 50.9 美元/桶，同比分别上涨 21.3%和 17.0%。受全

球经济增速提升的推动，世界石油需求增长加快，同比增加 160 万桶/日，至 9730 万桶/日。欧佩



克减产政策实现预期目标，世界石油供应同比增长仅为 60 万桶/日，石油市场基本面由 2016 年的

供应过剩 70 万桶/日转为供小于求 30 万桶/日，为 4 年来首次。市场朝着再平衡方向演进，全球

石油库存虽趋于下降，但仍显著高于 5 年平均水平，平衡仍较脆弱。 

2018 年，预计市场供需基本面将继续好转，国际油价运行中枢上移。世界石油市场供需格局主要

取决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牵头的联合减产政策实施效果和美国页岩油增产情况。据测算，2018

年世界石油市场对欧佩克原油产量的需求为 3260 万桶/日，高于上年 3240 万桶/日的平均产量。

预计 2018 年布伦特原油年均价为 60～65 美元/桶，波动范围为 50～75 美元/桶。 

2、全球油气上游走出低谷，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增加 

2017 年，世界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保持稳定,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估计分别为43.6 亿吨和3.7 

万亿立方米，石油产量与上年基本持平，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2.7%，全球勘探开发投资达 3820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 8%。预计全球油气勘探开发投资上升的趋势将延续到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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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3,709,983,759.22 2,614,318,417.58 41.91 2,513,517,422.35 

营业收入 1,772,378,874.25 1,595,300,564.19 11.10 1,631,909,915.5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4,515,182.02 394,120,750.59 0.10 188,558,778.4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1,627,815.87 393,341,171.91 -2.98 156,236,990.6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514,298,948.47 1,278,538,985.64 96.65 884,418,235.0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1,669,301.20 242,350,546.62 3.85 577,419,101.1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06 1.09 -2.75 0.5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06 1.09 -2.75 0.5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2.46 36.44 减少13.98个百

分点 

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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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784,745.36 451,535,273.86 505,999,307.80 440,059,54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6,560,411.21 104,018,115.03 126,572,245.76 57,364,41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6,349,534.03 98,717,461.05 125,915,955.73 50,644,86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7,224,320.76 95,919,309.97 93,836,440.36 -65,310,7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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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6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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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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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0 146,369,800 36.59 146,369,8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朱逢学 0 45,163,398 11.29 45,163,398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0 36,437,574 9.11 36,437,574 无 0 国有

法人 

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0 29,931,428 7.48 29,931,428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玉池 0 27,938,460 6.98 27,938,46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19,954,284 4.99 19,954,284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共兴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15,519,317 3.88 15,519,317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共荣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10,887,511 2.72 10,887,511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海共远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10,800,000 2.70 10,800,00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0 3,901,577 0.98 3,901,577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朱逢学和李玉池是本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两者共同控制

中曼控股和本公司，并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行使中

曼控股、本公司的董事权利和/或股东权利时保持高度一致。2、

朱逢学是共兴投资、共荣投资和共远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并分别持有这三家合伙企业 60.45%、59.06%、2.11%的权益份额。

3、李玉池是共兴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并持有共兴投资 6.00%的

权益份额。4、深创投是苏国发的股东之一，持有苏国发 16.67%

的股权。5、红杉信远和红杉聚业的基金管理人同为红杉资本股

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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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72  亿元，同比增加 11.10 %，其中来自海外项目的主营业务

收 15.59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5  亿元，与去年持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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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四川昆仑石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中曼石油钻井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中曼石油钻井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中曼电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海湾）公司 

上海中曼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中曼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中曼（伊朗）有限公司 

延安贝特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中曼石油工程技术服务（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致远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中曼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中曼海洋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中曼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塞浦路斯）有限公司 

中曼石油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ZPEC石油工程服务公司 

ZPEC Egypt LLC 

天津中曼钻井工程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

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