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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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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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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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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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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工程 600339 
天利高新、G天利、

*ST天利、*ST油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国锋 唐涛 

电话 010-63596905 010-63596905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恒毅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恒毅大厦 

电子信箱 yuguofeng@cpec.com.cn tangtac@cpec.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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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39,479,730.03 93,113,583,031.14 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804,144,980.67 23,752,256,946.45 0.2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52,438,024.16 -9,391,314,000.9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8,347,499,987.98 21,376,957,202.93 3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5,875,902.92 80,066,055.97 24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0,784,567.57 18,965,937.24 1,222.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 0.34 增加0.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4 0.0143 2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4 0.0143 245.4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3,47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

法人 
54.29 3,030,966,809 0 无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17.91 1,000,000,000 0 无   

新疆天利石化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3.54 197,706,637 0 质押 51,000,000 

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1.59 88,800,000 0 未知   

九泰基金－广发银行－中兵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58 32,467,532 0 未知   

武汉长石鑫工贸有限公司 未知 0.56 31,393,300 0 未知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

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恒宇天泽盈－赢二号

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0.54 30,137,729 0 未知   

北信瑞丰基金－浦发银行－

北京国际信托－北京信

托·轻盐丰收理财 201501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0.28 15,509,299 0 未知   

成  凯 未知 0.23 12,836,147 0 未知   

伍文彬 未知 0.23 12,691,835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

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严峻形势，公司坚决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董事会各项要求，统筹开展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与生产经营工作，

精耕细作抢抓内外市场，精益求精建设重点工程，强力推进提质增效专项行动，狠抓责任落实和

举措落地，员工健康安全整体受控，重点工程如期复工复产，提质增效半年度主要指标刚性完成，

经营业绩优于去年同期。 

（一）市场开发取得积极进展。主动作为、多措并举，克服人员流动受限等不利因素，与业

主单位“抱团取暖”；加大外部市场开发力度，多渠道加强与客户交流，推进重点项目签约落地。

上半年公司新签合同额 510.91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03.13%。已中标未签合同 68.74 亿元，

已签约未生效合同 113.02 亿元。新签合同额中：国内合同额 457.59 亿元，境外合同额 53.32 亿元。

油气田地面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77.84 亿元，占比 15.23%；管道与储运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77.13

亿元，占比 15.10%；炼油与化工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265.76 亿元，占比 52.02%；环境工程、项

目管理及其他业务新签合同额 90.18 亿元，占比 17.65%。 

（二）重点项目运行总体平稳。加强项目全过程管理，完善管理体系，实施重点项目三级领

导挂牌督导，项目风险有效控制，迅速实现复工复产。按照“一队一站一策”要求，分类制定项

目疫情防控方案，克服人员动迁、物流运输等困难，重点项目平稳有序推进。闽粤支干线、深圳

LNG 外输管道等一批互联互通工程顺利投产，沙特哈拉德天然气管道工程全线贯通，巴布油田升

级改造、阿穆尔天然气处理厂、中俄东线中段、广东石化、塔里木和长庆乙烷制乙烯等项目有序

推进。 

（三）提质增效取得显著成效。制定专项行动方案，明确任务目标，建立量化考核与定期督

导分析机制，逐级传递压力。强化预算执行，推行成本预警纠偏机制；严控对外分包，充分利用

自有资源；推进设计、采办、施工深度融合，加大设计优化力度；利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机，

合理安排采购节奏，积极推动集采物资降价，项目成本有效降低；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应收账款

清收与绩效挂钩，“两金”压控取得初步成效；强化资金、债务集中管控和统筹运营，通过发行短

期融资债券、利用综合授信等方式节约财务费用。上半年，公司销售费用减少 0.11 亿元、同比下

降 23.32%，管理费用减少 1.21 亿元，同比下降 10.39%；同时认真落实国家和地方政府抗击疫情

和复工复产财税价格保险等支持政策，积极开展 2020-2021 年所得税改善行动，助力公司经营业

绩改善。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本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

本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

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

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已完

工未结算、应收款项重分类至

合同资产；将已结算未完工、

提供劳务及与销售商品相关的

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相应增值税部分重分类至其他

流动负债；将原建造合同下未

完工部分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重分类至预计负债。 

 “应收账款”期初减少 136,513,688.02 元； 

“其他应收款”期初减少 1,601,019,490.65 元； 

“存货”期初减少 18,681,830,381.46 元； 

“合同资产”期初增加 22,781,231,839.37 元； 

“预收款项”期初减少 28,880,034,642.18 元； 

“合同负债”期初增加 30,365,971,956.26 元； 

“其他流动负债”期初增加 520,812,914.41 元； 

 “预计负债”期初增加 355,118,050.75 元。 

2.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

下简称“解释第 13 号”），对与所属企业集团其他成员企业等相关的关联方判断及企业合并中取得

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进行了进一步明确。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