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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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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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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齐美胜 其他公务原因 赵顺强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情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海油服 601808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海油田服务 0288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吴艳艳 

电话 010-84521685 

办公地址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油大街201号 

电子信箱 cosl@cosl.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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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89.7 75,942.3 -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504.9 38,509.9 0.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2,735.4 14,511.4 -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1.5 1,714.2 -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3.1 1,514.1 -5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7.2 -309.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4.57 减少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36 -5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36 -52.8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4,134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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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期末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50.53 2,410,849,3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其他 37.91 1,808,915,958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89 137,982,876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供给改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20,278,872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0.40 19,139,004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21 10,113,823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5 7,331,375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平衡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2 5,826,000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赢惠添利灵活配置混合
其他 0.11 5,030,610 0 无 0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险委托人保组合

三 

其他 0.09 4,497,66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

的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交易平台上交易

的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H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不包含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2,000 股 H 

股)。 

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作为名义持有人

持有的本公司沪股通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3、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同属香港交易所的子公司外，本公司未知上述

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或前十名

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4、“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

公司的“期末持股数量”2,410,849,300 中，含人民币普

通股 2,410,847,300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2,000 股。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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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07 年 中

海油田服务

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 

07中海油服

债 
078010 

2007 年 5 月

14-18 日 

2022 年 5 月

14 日 
15.00 4.48 

中海油田服

务股份有限

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 油服 02  136450 
2016 年 5 月

26 日 

2026 年 5 月

27 日 
30.00 4.10 



(品种二)  

中海油田服

务股份有限

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品种一)  

16 油服 03  136766 
2016 年 10

月 21 日 

2021 年 10

月 24 日 
1.02 3.08 

中海油田服

务股份有限

公 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品种二)  

16 油服 04  136767 
2016 年 10

月 21 日 

2023 年 10

月 24 日 
29.00 3.35 

备注： 

公司存续债券发行情况详见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附注七、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注释 34、应付债券”。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8.3   49.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70   11.01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人民币 127.4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8.1 亿元，经营业绩较 2020

年同期有所下降。去年同期收到 Equinor 支付和解收入 1.88 亿美元，同时今年上半年国际油公司

勘探开发投入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谨慎性，油服市场规模复苏缓慢，由于全球疫情持续影响，

导致作业启动推迟进而引起公司装备作业量、使用率同比有一定幅度下降。考虑当前国际油价变

动趋势和国内经济稳步增长形势，预计公司整体工作量将有所提升，同时受专项修理计划、科研

结题和安全检验等因素影响，会对成本管控提出更高要求。公司将继续聚焦关键技术研发，稳定

国内市场和开拓海外市场，加快项目启动和运营，深度提质增效，加快构建系统性、结构性、长

效性降本机制，保障全年平稳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