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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871                                               公司简称：石化油服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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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位董事出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董事路保平先生和魏然先生因公

请假，分别委托董事陈锡坤先生和袁建强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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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值，董事会建议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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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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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化油服 6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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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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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是中国大型综合油气工程与技术服务专业公司，拥有超过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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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底，本公司在中国的 20多个省，76个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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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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油田

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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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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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井

深超过 3,500 米页岩储层的钻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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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秉承“服务客户、支撑油气、技术领先、价值创造”发展理念，大力实施“专业化、市场

化、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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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综合型油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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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总资产 61,091,195 62,069,378 -1.6 60,904,715 

营业收入 68,073,394 69,870,147 -2.6 58,409,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78,978 914,244 -91.4 14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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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915 503,704 不适用 37,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722,866 6,763,872 -0.6 5,778,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使用以“-”填列） 
4,471,820 1,377,053  224.7 -2,939,7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48 -91.7 0.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48 -91.7 0.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6 14.66 减少 13.5 个百分点  2.86 

 

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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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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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868,009 18,564,428 14,995,482 21,645,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182,308 480,585 -66,574 -15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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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42 443,543 -102,891 -391,7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使用以“-”号填列） 
-1,184,219 1,465,477 347,330 3,84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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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68 

其中：A股股东 121,225 

      H股记名股东 343 

2020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9,173 

其中：A股股东 118,835 

      H股记名股东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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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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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50 5,401,972,694 28.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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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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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 66,666,666 0.35 0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87,301,501 40,145,899 0.2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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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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3,148,854 0.12 23,148,85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5 

其他 551,216 20,358,368 0.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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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同能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其他 11,516,200 11,516,20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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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1,972,694 H股 

中信有限 1,0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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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40,145,899 A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35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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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同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516,200 A股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 9,51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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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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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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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持有本公司13,323,683,351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份的70.18%；

根据盛骏公司H股认购协议，盛骏公司承诺其认购的本公司2,595,786,987股H股股份将不会于2018

年1月24日起36个月内转让。于2021年1月23日，盛骏公司认购的2,595,786,987股H股的禁售期已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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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

有香港联交所投资者投资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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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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低油价带来的双重冲击，本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生产经营和改

革发展等各项工作，着力拓市场、创效益、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经营业绩实现连续三年盈利，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油价暴跌影响，油公司放缓上游勘探开发支出，本公司主要专业工作

量同比下降，同时本公司防疫支出增加，主营业务毛利率同比降低 0.7 个百分点；受汇率波动影

响，财务费用同比增加人民币 2.5 亿元。受上述因素影响，本公司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8,073,394千元，同比下降 2.6%；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78,978 千元，同比下降

91.4%；基本每股盈利人民币 0.004元，同比下降 91.7%；通过加大两金清收、严格控制成本费用

和资本性支出，本公司现金流状况良好，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实现人民币 44.7 亿元。 

 

（二）市场回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中国经济

也受到明显冲击，但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经济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全年国

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受宏观经济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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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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原油市场供需宽松局面进一步加剧，全年北海布伦特原油现货平均价格为

41.96美元/桶，较2019年下降34.7%。全球油气公司纷纷削减上游勘探开发资本支出,油田服务行

业整体处于低迷状态；由于国内油公司继续落实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国内油气产量稳步增长，

国内油服工作量同比仍有增长，为本公司拓市增效创造了机遇。 

 

2020年，本公司市场开拓成效显著，在复杂严峻的经营环境下，总体实现了逆势增长，累计新签

合同额人民币698亿元，同比增长0.4%。其中，中国石化市场新签合同额人民币414亿元，同比增

长7.8%；国内外部市场新签合同额人民币128亿元，同比下降11.7%；海外市场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156亿元，同比下降6.0%。 

 

（三）业务回顾 

2020年，本公司积极把握国内油服市场需求随着增储上产的推进而有所提升的市场机遇，统筹协

调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大力推进市场布局和资源优化配置，扎实开展“百日攻坚创效”和“持

续攻坚创效”行动，工程技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着力推进测录定业务专业化改革重组，狠抓成

本管控和风险管理，不断提升低油价下的项目盈利能力。2020年，本公司在市场开拓、技术发展、

管理改革等方面均取得积极成效，为全面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物探服务 

2020年，本公司物探服务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4,599,371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4,219,721千元增长9.0%。全年完成二维地震8,414千米，同比下降55.5%；全年完成三维地震20,681

平方千米，同比增长46.6%。二维、三维资料记录合格率为100%，地震资料质量持续提升；加大自

主研发无线节点采集等高端采集装备推广应用力度，全方位提升油气勘查能力；加快推进物探业

务高质量发展，完工采集项目效率提高23%；保持了与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等业主的

良好合作关系，中标地震采集等项目22个，合同额人民币1.5亿元；持续拓展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土

壤污染物调查的新业务市场，新签合同额人民币2.04亿元，同比增长36.0%。 

 

2、钻井服务 

2020年，本公司钻井服务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34,199,657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36,487,700千元下降6.3%。全年完成钻井进尺932万米，同比下降6.7%。本公司强化地质工程一体

化要求，优质高效服务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高效勘探和效益开发，全力推动“三北一川”重点工

区“四提”工作，实现平均钻井周期同比缩短20.5%，复杂故障时效同比降低34.8%，顺利完成东

部老油区、涪陵页岩气田、顺北特深油气田、华北致密气田、川西气田、威荣页岩气田等产建保

障任务；持续巩固中国石油、中国海油等传统优质市场，多支队伍持续入围中国石油四川页岩气

市场，新签7个平台人民币10.5亿元钻完井大包合同。 

 

3、测录井服务 

2020年，本公司测录井服务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2,728,760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2,503,262千元增长9.0%。全年完成测井27,474万标准米，同比下降1.2%；完成录井进尺941万米，

同比增长1.1%。测录井资料合格率达100%，测井一次成功率93%以上。本公司持续提升测录井服务

能力，全力满足油公司稳油增气降本的市场需求，优质高效保障了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三北一川”、

东部老区等重点区域稳产增产任务；在中国石油西南页岩气、地方煤层气等国内外部市场规模持

续稳定扩大，牵引器射孔等特色技术服务能力持续加强。 

 

4、井下特种作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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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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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6,355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

民币7,657,148千元增长12.3%。全年完成井下作业6,228井次，同比下降 9.4%。井下特种作业一

次合格率达98.5%。本公司持续提升深层和常压页岩气大型压裂、超高温超高压超深层油气藏完井

测试、致密油气藏酸化压裂、酸性气田增储上产等复杂油气藏的施工能力，“三北一川”重点工区

压裂施工时效同比提高49.3%，在顺北油气田发现了多口日产超百方的高产油井；加大难动用储量

合作开发力度，累计建成产能超80万吨；做精做强做大高压带压作业和智能连续油管等高端业务，

连续油管业务成功开拓了沙特市场，不断提升海外市场份额。 

 

5、工程建设服务 

2020年，本公司工程建设服务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15,683,065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

币16,381,730千元下降4.3%。2020年累计新签合同额156亿元，同比下降15.2%。本公司在做好中

国石化集团公司油气产能建设保障同时，发挥大型油气管网和路桥建设优势，加强与国家管网公

司业务结合，先后中标4个标段油气管网项目累计合同额超人民币7亿元；持续加大地方天然气管

网市场开拓，累计中标项目合同额人民币12.9亿元；在传统路桥市场，中标京沪高速改扩建项目

合同额人民币9.3亿元；海工市场取得突破，成功中标浙江石化鱼山-中金海底管道施工总承包项

目合同额人民币14.2亿元。 

 

6、国际业务 

2020年，本公司国际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11,331,043千元，较去年同期的人民币

12,875,129千元下降12.0%，占本公司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16.9%，同比减少1.8个百分点。2020

年，本公司持续优化海外市场布局和资源配置，编制完成了《国际业务统筹市场布局和资源优化

配置实施方案》，根据规模分类制定市场策略，确保重点市场做出规模效益，潜力市场得到有效发

展，低效市场有序退出。本公司努力克服疫情蔓延、业主取消招标或延期开标、降价等困难，坚

决稳住海外市场基本盘，沙特、科威特等优质市场开发成效显著，科威特市场续签17部钻修井机

合同，新取得螺杆服务、非常规压裂、定向井等服务资质；物探业务稳住了规模较大的阿尔及利

亚市场；地面工程建设业务先后中标肯尼亚道路升级改造、沙特达曼市国王文化中心等项目。 

 

7、技术研发 

2020年，本公司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取得一批新成果新进展，新增国内

外专利授权505件。一是科技研发体系持续完善。挂牌成立石油工程酸性气技术中心、致密油气技

术中心，以“2个研发中心”和“12 个技术中心”为主体的井筒工程研发体系基本搭建完成。二

是瓶颈技术攻关取得突破。旋转导向系统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现场实验14口井，首次在页

岩气井水平段钻井试验成功；近钻头地质导向系统实现关键地层的精确判断与轨迹控制；200℃高

温高压测井系统攻关取得突破，在顺北53-2H井成功应用；连续油管侧钻技术、碳同位素录井评价

技术等关键技术取得新进展。顺北55X井完钻井深8,725米、顺北53-2H井完钻井深8,874米，连续

创造亚洲陆上最深定向井纪录，标志着本公司超深井钻井技术国际领先。 

 

8、内部改革和管理 

2020年,本公司持续深化内部改革，各项改革措施落地见效。一是统筹市场布局和资源优化配置取

得重大突破。推动队伍、装备、物资、工程技术等资源向高效市场聚集，西北、华北、西南工区

后勤基地、项目部整合初见成效。二是结构调整取得阶段性成果。队伍总量降至1,588支，同比下

降11.6%；辅助业务优化整合至68家，压减40.4%；机关管理人员实现连续三年压减10%。三是内部

专业化重组取得重要进展。积极稳妥推进测录定业务专业化重组，中石化经纬有限公司筹备工作

有序推进。四是成本管控成效明显。本公司实施全过程优化、全要素压降、全链条挖潜，推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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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本硬下降，全年完成降本减费人民币5亿元。 

 

9、资本支出 

2020年，本公司实际完成资本支出人民币30.7亿元。2020年，为进一步增强勘探开发服务能力，

全力保障油气增储上产，积极应对外部市场变化，本公司围绕“四提”工作，加大装备更新投入，

同时对部分外部市场和国内非生产急需项目压减投资；全年主要安排钻机升级改造15台、顶驱18

台、压裂车（撬）20台及配套、地震采集设备6.6万道、钻机网电装置20套、高压泥浆泵98台、旋

转导向设备1套、连续油管设备4套、全自动焊设备3套以及安全隐患治理、环境保护等投资项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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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人民币千元 

2019 年 

人民币千元 

变动率 

（%） 

营业收入  68,073,394   69,870,147  -2.6 

营业成本  62,605,007   63,695,235  -1.7 

销售费用  72,604   63,787  13.8 

研发支出  1,369,501   1,194,198  14.7 

管理费用  2,781,058   2,965,864  -6.2 

财务费用  1,196,670   945,344  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71,820   1,377,053  22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9,872   -3,178,75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0,102   1,249,626  不适用 

 

2、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分行业 2020 年 

营业收入 

人民币千元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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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9,371  4,246,892  7.7  9.0  6.1  
增加 2.6 个百分

点 

钻井 34,199,657  31,785,498  7.1  -6.3  -4.1  
减少 2.1 个百分

点 

测录井 2,728,760  2,206,279  19.1  9.0  11.2  
减少 1.7 个百分

点 

井下特 种

作业 
8,596,355  8,146,749  5.2  12.3  12.9  

减少 0.5 个百分

点 

工程建设 15,683,065  14,427,278  8.0  -4.3  -6.0  
增加 1.7 个百分

点 

其他 1,250,272  1,261,927  -0.9  -18.7  -18.5  
减少 0.2 个百分

点 

合计 67,057,480  62,074,623  7.4  -2.5  -1.8  
减少 0.7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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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地区名称 2020 年 

营业收入 

人民币千元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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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26,437  51,987,986  6.7  -0.3  0.2  

减少 0.5 个

百分点 

港澳台及

海外 
11,331,043  10,086,637  11.0  -12.0  -11.1  

减少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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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10,581 千元，占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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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33,624 千元，占 2020 年度营

业收入 60.3%。2020年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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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41,033,624  60.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5,916,077  8.7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3,639,081  5.3 

KUWAIT OIL COMPANY  3,093,320  4.5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1,528,479  2.3 

合计  55,21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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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3,899千元，占本公司 2020年

度采购总额的 26.4%，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人民币 10,364,984千元，占 2020

年度采购总额 22.1%。向最大供应商采购金额约占本公司采购总额的 22.1%，最大供应商为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 

 

5、费用 

项目 2020 

人民币千元 

2019 

人民币千元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2,781,058 2,965,864 -6.2 主要是管理机构运行费用及修理费减

少所致 

销售费用 72,604 63,787 13.8 主要是疫情和低油价下增加市场开发

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1,196,670 945,344 26.6 主要是美元及关联货币汇率贬值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8,350 98,582 -61.1% 主要是应收款项余额下降导致计提信

用减值损失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70,743 12,657 458.9% 主要是本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及合同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所得税费用 269,076 441,524 -39.1 主要是公司盈利减少导致所得税费用

相应降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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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2020年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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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1,820 1,377,053 
增加净流入

3,094,767 

增加流入

224.7% 

主要是加大两金

清收和应付票据

结算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使

用以“-”填列） 

-1,599,872 -3,178,757 
减少净流出

1,578,885 
不适用 

受疫情影响，投资

实施主要集中在

下半年，资金支出

放缓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80,102 1,249,626 

增加净支出

4,129,728 
不适用 

主要是偿还借款

及支付融资租赁

款项所致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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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随着疫苗普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世界经济将出现复苏，但疫

情变化和复苏进程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国际油价有望稳步回升；中国经济

先于全球企稳回升，预计全年GDP增长6%以上，将拉动国内油气需求持续增长；油价逐步回暖有

利于油气公司资本投资恢复，国内油公司仍将继续加大勘探开发以保障能源安全，国内油服市场

需求将保持稳步增长；由于全球能源行业低碳化发展趋势加速，传统油气行业发展面临挑战日益

凸显，将对油服公司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具成本竞争力的服务提出迫切要求；油服市场

竞争仍然激烈。 

 

2、公司 2021 年经营计划 

2021年，面对复杂严峻形势，本公司将继续发挥综合油气服务能力和特色技术优势，紧密跟踪行

业发展态势，通过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推进科技创新、加强成本管控等措施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力保障勘探开发，全力拓市增效，全年计划新签合同额人民币700亿元，其中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内部市场人民币448亿元，国内外部市场人民币125亿元，海外市场人民币127亿元；持续深化内部

改革，强化管理创新，深度优化整合资源，统筹优化调整结构，推进变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

全力推动向技术先导型油服公司迈进。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物探服务 

2021年，本公司将大力推广高密度、复杂山地高精度、节点盲采等地震勘探技术在油气勘探中的

应用，持续提升施工效率和资料质量；持续推进物探业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先进设备和信息化技

术水平，助力勘探实现大突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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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油气勘探工作；提升采集、处理、

解释一体化服务能力，巩固与中国地质调查局系统、延长集团等重点客户战略合作，保持好阿尔

及利亚最大的国际地球物理承包商地位，加大沙特、非洲等重点国外市场开拓力度。全年计划完

成二维地震采集1,670千米,计划完成三维地震采集21,000平方千米。 

 

（2）钻井服务 

2021年，本公司将全力保障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高质量勘探和效益开发需求，立足工程技术保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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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定位，强化勘探开发的服务与保障，巩固内部市场占有率；选用优质队伍服务保障顺北特深

油气田、西南天然气、鄂尔多斯致密油气、威荣深层页岩气、涪陵页岩气等重点工区产能建设，

助力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稳油增气降本，为低成本效益开发做好服务支撑；在国内外部市场，持续

优化外部资源布局，巩固扩大中国石油、中国海油等重点客户市场份额，努力在中国石油西南页

岩气、西北常规油气等优质市场取得更大突破；积极拓展地方煤层气等非常规、非油业务，努力

实现稳中有升。全年计划完成钻井进尺950万米。 

 

（3）测录井服务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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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一川”、胜利东部等

重点区域项目实施；在外部市场，继续优化布局，强化对中国石油西南页岩气，中国海油东海、

南海，中国地质调查局，延长集团等市场拓展；继续优化调整队伍、装备和人员，推进内部资源

优化配置，完成测录定业务专业化重组，做精做强测录井技术服务业务。全年计划完成测井27,900

万标准米，计划完成录井进尺950万米。 

 

（4）井下特种作业服务 

2021年，本公司将不断完善井下特种作业工程技术体系，努力提高勘探开发服务保障能力，推进

油气开发提质提速提效提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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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北超深油气藏、海上油气田等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继续拓展国内中国石油和地方页岩气

市场，为国内增气上产提供支撑保障；加快产业链延伸，加大在东部老区和西南致密气等难动用

储量的合作开发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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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完成井下作业6,457井次。 

 

（5）工程建设服务 

2021年，本公司将加大整体统筹协调力度，推行工程项目一体化运作，创新开发思路，集中优势

资源，加大高效优质市场开拓，有效管控低效市场。在巩固和强化对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油气田服

务保障的同时，加大对国家管网公司、中国石油、中国海油等外部市场的开拓力度。重点跟踪文

23储气库项目（地面工程）二期EPC项目、西北油田外输管线项目；发挥长输管道EPC优势，拓展

国内长输管道工程市场，2021年1月份中标山东管网南干线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金额人民币34.7

亿元，同时重点做好山东管网东干线、新气管道广西支干线、蒙西煤制天然气外输管道、皖东北

天然气管道等项目开发和建设；发挥路桥优势，做好国内路桥类项目的开发工作。全年计划新签

合同额人民币191亿元，全年计划完成合同额人民币155亿元。 

 

（6）国际业务 

2021年，本公司将继续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紧跟“一带一路”步伐，深化统一规范管理，坚定

不移扶优扶强、深度整合市场资源，推动全产业链市场拓展取得新突破，集中优势资源抓好沙特、

科威特、厄瓜多尔等重点市场开发，有效发展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潜力市场，有序退出高风

险、低效市场，持续提升整体效益；2021年2月，与科威特石油公司（KOC）签署了10部修井机合

同，合同额为3.6亿美元，合同期为5+1年；大力拓展高端技术服务市场，持续提升业务层次，努

力抢占高端市场，持续推进由单一钻井施工向钻井大包、综合服务等模式转变，紧盯非常规、页

岩气等高附加值技术服务项目，带动测井、固井、泥浆、定向、压裂等业务走出去，着力开拓地

震资料处理解释、重磁电勘探和无人机测绘等物探业务，培育提升地面EPC总包项目执行能力。全

年计划新签合同额1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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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科技开发 

2021年，本公司将持续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整合科研资源，集中精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持

续提升工程技术服务能力，加快向技术先导型油服公司迈进。强化钻井旋转导向、高温测井等“卡

脖子”技术，以及特深层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超长水平段水平井、分支井钻完井等关键核心技术

的攻关突破，加快推进装备工具、化学助剂产业化发展；持续完善以页岩气创新集成技术等综合

配套技术为主线、以随钻测控等专业技术为核心、以控压钻井等专项技术和特色产品为补充的石

油工程技术系列，形成品牌技术和拳头产品。 

 

（8）内部改革和管理 

2021年，本公司将持续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深度优化业务结构和市场布局，大力

推进测录定业务专业化发展，加快向中高端发展；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小机关、大部

制”管理，进一步理顺管理职能，优化业务流程，形成精干高效的运行机制，压减管理人员及费

用；深化项目化管理体系改革，建立以项目管理为主体，以人力资源统筹配置中心和物资装备调

剂中心为支撑的“一体两翼”项目化管理体系；统筹优化市场、资金、人力资源、物资装备等关

键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效益；持续加大绩效考核力度，做实全员绩效考核，推动收入能

增能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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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亿元。 

 

（9）资本支出 

2021年，本公司计划安排固定资产资本支出人民币35亿元。本公司将围绕保障勘探开发和拓市增

效，紧跟装备自动化、电动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投资引领作用，强化技术创新，优化

队伍结构，推动公司全面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一是围绕高质量勘探和增储，大力提升发现油气

田和识别油气田的能力，加大地震节点设备、重点探井施工所需装备投入；二是围绕高效油气开

发，加大工程提速、降低施工成本，安排重点工区深井钻机的升级改造、连续油管作业设备、高

压泥浆泵及电动压裂泵撬购置等；三是围绕强化创新驱动，针对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安排

购置旋转导向设备、无线随钻测量设备及实验室基础设施的投入；四是以提升本质安全为主线，

推动绿色发展，安排网电钻井装置、泥浆不落地装置及安全隐患项目的投入；五是以拓市增效为

主线，安排服务国家管网公司的全自动焊设备及沙特、科威特海外优质市场所需的气井钻机投入；

六是以打造数字化油服公司为主线，继续开展生产运营一体化协同平台（SICP）建设。 

 

（六）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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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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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37 千元），2020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516,087 千元。由于年末母公司未分

配利润为负值，董事会建议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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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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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第 13 号修订了构成业务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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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方法。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共同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

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企业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等。 

 

解释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本集团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采用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集团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本年度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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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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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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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坤 

2021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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