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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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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0,987,6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贝肯能源 股票代码 0028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平贵（代） 丁崭 

办公地址 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门户路 91 号 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门户路 91 号 

电话 0990-6918160 0990-6918160 

电子信箱 chendong@beiken.com dingzhan@beik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业务介绍 

    公司所处行业为油田工程技术服务行业，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专注于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煤层气、页岩气、盐卤

开采等行业的高端客户，主要从事钻井工程技术服务及其他油田技术服务，具体包括钻井、固井、钻井液、定向井、水平井、

欠平衡钻井及无牙痕下油套管、气密封检测等技术服务；可从事石油钻井井控设备检测（中石油认证）、机械制造和石油装

备维修服务；可生产30多种油田化工产品，是国内规模较大的、能够提供一体化钻井工程技术服务的独立油田服务供应商。 

    公司将在增强核心钻井服务和定向井技术服务的基础上，优化延伸油田工程技术服务产业链，促进工程技术服务的发展，

提升公司的综合服务水平，增强业务拓展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力争成为能够独立提供油气勘探和开发工程技术综合解决方案

的国际化油田技术服务公司。 

    公司的钻井工程业务目前主要集中于国内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和国外中东和乌克兰地区。公司油服工程

业务的客户主要是中石油新疆油田公司、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四川长宁天然气开发公司、乌克兰天然气石油集团（U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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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知名高端石油公司。 

 二、经营模式  

     公司以总承包、分包、日费制的方式承揽油服工程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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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井工程施工完毕后，公司递交完工报告并提交竣工验收申请，甲方组织安全、环保、生产等多部门进行统一竣工验收。

随后进行交井验收，验收合格后按照合同约定完井工作量结算。 

 三、报告期内油田服务行业的发展阶段与周期性特点 

    2020年，境外油服行业受疫情冲击和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波动影响，呈现十分低迷态势，中国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也随

之缩减，国内石油天然气订单市场价格走低，但是提升油气自主供应、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不变. 

 四、报告期内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的市场除了传统的新疆北疆油田市场，同时重点布局新疆南疆塔里木油田，四川长宁、乌克兰（UGV）波尔塔瓦地

区。在国内勘探开发的力度的增加和区域外市场资质准入放宽的背景下，公司决心走出传统市场，并已在竞争较为激烈的疆

内外市场展开布局。初步形成了以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海外乌克兰“四大市场”基本战略布局，为公司中长

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935,753,630.82 1,408,054,624.02 -33.54% 904,426,08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928,157.88 43,502,136.64 -42.70% 45,446,93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757,292.93 32,947,856.79 -43.07% 38,940,91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038,672.90 -82,885,475.55 166.40% 171,125,046.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2 -45.45%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2 -45.45%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 4.33% -1.77% 4.9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629,489,650.07 2,522,693,035.55 4.23% 1,880,390,45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8,469,293.58 971,870,768.92 0.68% 957,221,157.4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8,199,565.50 272,693,191.92 171,300,073.17 323,560,80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68,460.38 30,356,711.57 -11,674,781.61 4,777,76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5,708.81 28,823,537.44 -12,160,441.94 958,488.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33,721,868.19 -54,685,135.00 -10,688,790.95 86,690,7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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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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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20,33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1,78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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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平贵 
境内自然

人 
16.37% 

32,895,00

0 
24,671,250   

吴云义 
境内自然

人 
3.23% 6,492,410 5,034,307   

曾建伟 
境内自然

人 
3.15% 6,330,000 4,747,500 质押 4,935,525 

戴美琼 
境内自然

人 
2.66% 5,355,000 4,016,250   

白黎年 
境内自然

人 
2.28% 4,590,000 0   

陈相侠 
境内自然

人 
1.99% 4,000,000 0   

张志强 
境内自然

人 
1.69% 3,395,000 2,621,250   

刘昕 
境内自然

人 
1.64% 3,298,000 2,473,500   

柏福庆 
境内自然

人 
1.61% 3,230,000 0   

吴伟平 
境内自然

人 
1.55% 3,12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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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主要工作量完成情况 

2020年公司共动用钻修井机39部，完成总进尺28.20万米，较2019年进尺减少11.23万米，降幅约28%。 

2、深耕市场苦练内功 

在疫情和主要客户压减工作量的双重影响下，公司始终将市场开发和获得工作量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2020年度，乌克兰市场、西南市场、压裂市场的有效拓展为公司稳定经营做出了较大贡献。以国际、南疆、

北疆、西南为主的区域市场布局基本实现。 

面对主要客户实施低成本战略对公司经营带来的影响，公司通过技术提速、管理增效、采购降本等手

段，在确保作业安全的前提下，竭尽全力消化主要客户降价的影响，取得了一定成绩。通过新技术应用、

作业设计优化和员工培训来持续提高技术水平，是保持公司竞争力的核心手段。 

3、进一步优化调整管理模式 

2020年公司全面优化升级了原有的管理模式和组织架构，通过“责、权、利”的调整，充分调动各区

域公司（分/子公司）和专业化公司经营主动性。通过流程优化，精简事项，改进了工作效率。公司在2020

年度发布了“数字贝肯”建设的总体规划，明确了通过数字化手段来提升工程技术和管理能力的行动计划，

制定了未来三年分步实施的系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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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钻井工程 862,318,228.44 661,250,551.48 23.32% -33.23% -34.60% 1.62% 

技术服务 21,103,693.13 17,217,889.58 18.41% -57.49% -50.63% -11.34% 

产品销售 43,344,685.24 32,833,971.67 24.25% -26.10% -42.04% 20.8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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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的变更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

号）。根据新收入准则的施行时间要求，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并依据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

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

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存货 169,203,780.15  109,840,264.75  -59,363,515.40  

合同资产    59,363,515.40    59,363,515.40  

预收账款   8,978,018.73      -8,978,018.73  

合同负债         7,768,494.24     7,768,494.24  

其他流动负债 127,512,802.62    128,722,327.11  1,209,524.49 

 

母公司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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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存货 30,366,290.49  14,049,680.06  -16,316,610.43  

合同资产   16,316,610.43   16,316,610.43  

预收账款   7,011,930.88      -7,011,930.88  

合同负债         6,092,601.43     6,092,601.43  

其他流动负债 67,127,134.58 68,046,464.03 919,329.45 

（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本期无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原子公司营口贝肯双龙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肯双龙”）的股东营口恒顺达投资有限公司、营口

龙康贸易有限公司及高树臣于2020年10月27日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签署完成后，一致行动人持股表决权比例达到 

51.874%，成为贝肯双龙的第一大股东。公司同时出让一席董事会席位，出让后本公司不再占有贝肯双龙董事会多数董事席

位，不再控制该公司，贝肯双龙下属子公司营口市双龙射孔器材有限公司和孙公司晋中市德圣射孔器材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

并范围，本期仅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数和2020年1-10月利润表。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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