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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8                           证券简称：贝肯能源                           公告编号：2022-054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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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并不影响发表

的审计意见。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在本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五、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如有）

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部分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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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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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东 郝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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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990-6918160 0990-6918160 

电话 0990-6918160 0990-691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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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业务介绍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油气资源开发综合服务商，能够为客户提供钻井总承包、压裂、化工产品销售及配套的检测、维修

等一揽子技术服务。 

 

（二）主要产品及服务 

1、钻井工程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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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井、试油一体化工程总承包，具体包括钻井工程和压裂、试油、排采工程。钻井工程涵盖钻井、钻井液、定向、录

井、测井 、固井、钻井废弃物收集及初步处理等全部钻井施工作业； 压裂、试油、排采工程涵盖射孔、电缆泵送坐桥塞分

簇射孔联作、试油压裂配套设备设施及施工作业、排采测试等全部工作。 

2、化工产品 

 公司主要提供钻井助剂和固井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公司通过了 ISO9001 国际标准质量体系认证、

ISO14001 环境管理认证和OSHM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证，中石油 HSE 体系认证，配备有设施完善的化验室、试验检测

仪器。公司有多种产品获得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企业的质量认可证书和相应的供应商准入资质。 

3、检测、维修与租赁 

 公司拥有中石油集团公司颁发的乙级井控车间资质。主要业务有井控设备、钻具和顶驱的检测、维修及租赁。具备年

检修井控设备150套、年检修钻具10万根的能力。 

 

（三）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以总承包、日费制等方式承揽一体化工程技术服务合同，同时提供化工产品销售，井控设备、钻具和顶驱检

测、维修及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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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模式和日费模式，其主要区别

在于双方风险与收益分配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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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组织安全、环保、生产等多部门进行统一竣工验

收，验收合格后按照合同约定完井工作量结算。 

 

（四）市场地位 

 2021年，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和新市场、新客户的拓展，进一步完善涵盖常规油气、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气等领域的

市场布局，顺应能源结构向清洁化、低碳化转型的趋势。目前，以川渝页岩气开发为主的西南市场、以南北疆常规油气开发

为主的新疆市场、以煤层气、致密气开发为主的山西市场和以乌克兰为主的国际市场，共同构成公司现阶段主要的市场格局。 

 公司报告期内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业绩驱动因素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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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766,490,215.23 2,629,489,650.07 5.21% 2,522,693,03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68,313,979.89 978,469,293.58 -1.04% 971,870,768.92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143,382,772.79 935,753,630.82 22.19% 1,408,054,62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80,027.77 24,928,157.88 -14.23% 43,502,13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979,387.34 18,757,292.93 -9.48% 32,947,85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815,223.38 55,038,672.90 -9.49% -82,885,47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9% 2.56% -0.37%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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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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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95,428.02 243,547,971.44 234,895,298.64 474,944,07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3,992.97 25,326,266.19 -8,746,622.64 2,646,39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0,856.51 23,657,896.46 -9,021,931.70 62,56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167,355.11 46,950,277.88 -85,419,586.52 52,117,17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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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6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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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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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5,408,400 4,747,500 质押 5,325,900 

戴美琼 
境内自然

人 
2.42% 4,8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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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3,75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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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2,700,000 0   

蔡斌华 
境内自然

人 
1.17% 2,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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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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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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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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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北

京中能万祺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9078万元收购杨凡、杨晓燕等持有的北京

中能万祺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上述议案已于2021年6月7日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

2021年7月1日，北京中能万祺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5月22日、

2021年7月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收购北京中能万祺

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2）、《关于拟收购北京中能万祺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事项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2、公司分别于2021年5月21日、2021年6月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和西南区域业务拓展需要，公司在成都设立全资子公司贝肯

能源（成都）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万元。并于报告期内取得了成都市成华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5月22日、2021年6月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3、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孙公司计

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受俄乌冲突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全资孙公司贝肯能源乌克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孙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经测算，公司预计2022年度因上述事项拟计提减值准备合计19,242.94

万元至21,803.87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孙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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