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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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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网址：www.sse.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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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

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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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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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文来 因其他公务原因 刘宗昭 

 

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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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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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2021年度共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22,049,496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313,175,553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19,119,878,393元，减去2021年度派发的2020年度股

利人民币811,170,640元，截至2021年末集团可供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8,621,883,306元。

集团拟以2021年12月31日总股本4,771,592,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含税

），其中：年度派息人民币0.02元（含税），特殊派息人民币0.13元（含税）。本次分配共将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715,738,800元，其中：派发年度现金红利人民币95,431,840元，派发特殊现金红利

人民币620,306,960元。未分配利润余额人民币17,906,144,506元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2020年度法定公积金累计额已超过本公司注册资本

的50%，本年度不再提取。 

本次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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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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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席公司秘书 

姓名 孙维洲 孙维洲、伍秀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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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

海油大街 201号 

电话 010-84521685 010-84521685 

传真 010-84521325 010-84521325 

电子信箱 cosl@cosl.com.cn cosl@cosl.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报告期内油田服务行业的发展情况 

2021 年，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国际油气行业波动以及能源行业加速转型的多

重因素影响下，国际石油公司对于油气勘探开发投入依然保持审慎，国际油田服务市场供大于求

的状态改善有限，国际油田服务竞争依旧激烈。在气候减排推动下，全球油服公司均开始着手新

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技术服务，寻求转型调整，一是剥离非核心业务，聚焦主业；二是产业数字化、

智能化加快，运用数字技术转型升级，提高效率；三是低碳转型背景下的业务多元化，主要涉及

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风电、太阳能、氢、地热能和 CCUS 等新兴市场；四是新能源业务商业模式的转

变。国内方面，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及增储上产 “七年行动计划”的继续推动下，油田服务市场

相对平稳。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全球最具规模的综合型油田服务供应商之一，拥有完整的服务链条和强大的海上石油

服务装备群，是全球油田服务行业屈指可数的有能力提供一体化服务的供应商之一，既可以为客

户提供单一业务的作业服务，也可以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和总承包作业服务。期内，公司依据

石油行业形势研判公司未来发展目标，适时调整战略，全面聚焦“技术驱动”、“成本领先”、

“一体化”、“国际化”和“区域发展”新发展战略，致力于优化大型装备结构，提升大型装备

盈利能力，致力于核心技术攻关和突破，不断完善和提升油田服务能力,公司行业地位进一步巩固。

报告期内本公司所处市场地位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公司的服务贯穿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及生产的各个阶段，业务分为四大类：物探采集和

工程勘察服务、钻井服务、油田技术服务以及船舶服务。公司既可以为用户提供单一业务的作业

服务，也可以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总承包作业服务。公司的服务区域包括中国近海及亚太、中东、



远东、欧洲、美洲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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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73,311.7 75,942.3 -3.5 76,1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8,032.8 38,509.9 -1.2 36,734.2 

营业收入 29,203.0 28,959.2 0.8 31,135.1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28,774.4 27,282.9 5.5 30,9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3.2 2,703.2 -88.4 2,5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5.0 2,312.1 -101.5 2,14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423.9 7,545.2 -1.6 6,96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82 7.20 减少6.38个百分点 7.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57 -87.72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57 -87.72 0.5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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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2.5 6,832.9 7,146.6 9,3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1.2 620.3 651.1 -1,1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51.1 572.0 620.1 -1,3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25.1 -862.1 1,954.7 7,356.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4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017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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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

限公司 
0 2,410,849,300 50.53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68,000 1,808,863,958 37.91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2,622,000 137,982,876 2.89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7,222,841 24,322,908 0.51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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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0,129 13,998,611 0.29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

组合 
+8,249,446 8,249,446 0.17 0 无 0 其他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9L－FH002

沪 

+5,492,991 6,942,091 0.15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华同力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6,800,034 6,800,034 0.14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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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2,972 5,780,475 0.12 0 无 0 其他 

张瑄 +5,632,300 5,632,300 0.12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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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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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情况见本节控股股东情况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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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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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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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二） 

16 油服 02 136450 2026年 5月 27日 30.00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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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0 月 24

日 
7.29 2.90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2007 年中海油田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公司已按募集说明书约定，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足额完成本期债券利息

支付工作。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二） 

公司已按募集说明书约定，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足额完成本期债券（16

油服 02）的利息支付工作。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一） 

公司已按募集说明书约定，于 2021年 10月 25日足额完成本期债券（16

油服 03）的本息兑付工作，该笔债券已清偿完毕。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二） 

公司已按募集说明书约定，于 2021年 10月 25日足额完成本期债券（16

油服 04）的利息支付工作。同时，公司于 2021年 10 月 25日完成 16油

服 04债券的部分回售，回售金额约人民币 21.71亿元，并于 2021年 10

月 25日发放完毕。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7.9 49.1 减少 1.2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5.0 2,312.1 -101.5 

EBITDA全部债务比 24.4% 27.7% 减少 3.3个百分点 

利息保障倍数 4.84 6.49 -25.5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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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9,203.0 百万元，同比增幅 0.8%。净利润为人民币 322.0 百

万元，同比减幅 88.2%。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0.07元，同比减少人民币 0.50元。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73,311.7 百万元，较年初减幅 3.5%。总负债为人民币 35,095.4百

万元，较年初减幅 5.8%。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38,216.3 百万元，较年初减幅 1.2%。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