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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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宗昭 其他公务原因 武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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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共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493,118,894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2,352,625,065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18,621,883,306元，减去2022年度派发的2021年度

股利人民币715,738,800元，截至2022年末集团可供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0,258,769,571

元。集团拟以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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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元（

含税）。本次分配共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763,454,720元。未分配利润余额人民币19,495,31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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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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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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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在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供应链深度调整、国际油气行业波动以及能源行业加速

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国际石油公司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投入，国际油田服务市场发展趋势持续

向好，国际油田服务市场竞争依旧激烈。在气候减排推动下，全球油服公司均开始着手新的生产

方式和新技术服务，逐步进行绿色低碳转型。转型的主要途径包括，一是剥离非核心业务，聚焦

主营主业；二是加快传统服务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行业，提高生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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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油田服务商务模式向能源服务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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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持续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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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聚焦“技术驱动、成本领先、一体化、国际化、区域发

展”五大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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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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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板块包括物探采集和

工程勘察服务、钻井服务、油田技术服务以及船舶服务，同时紧跟能源行业发展需求，积极拓展

新能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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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服

务，并可提供油田服务相关产品的销售。公司的业务区域包括中国海上及陆地、亚太、中东、欧



洲、美洲和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以全面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能源服务公司为目标，多项油田服务装备及技术位于行业

前列，同时拥有研发、生产、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可为客户提供油田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公司

紧跟行业发展形势，积极推动业务发展，持续保障业务高质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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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77,184.1 73,311.7 5.3 75,9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9,331.3 38,032.8 3.4 38,509.9 

营业收入 35,658.9 29,203.0 22.1 28,9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52.6 313.2 651.1 2,7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48.9 -35.0 不适用 2,3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899.9 7,423.9 -7.1 7,54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9 0.82 增加5.27个百分点 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07 600.0 0.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07 600.0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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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8.3 8,414.3 9,033.1 11,4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03.8 798.7 960.7 2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66.7 759.9 964.6 25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24.2 136.2 1,617.2 7,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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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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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90 1,808,938,948 37.91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0 137,982,876 2.89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07,960,765 132,283,673 2.77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华内需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4,400,000 9,300,000 0.19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

组合 
-2,249,446 6,000,00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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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34 6,000,000 0.13 0 无 0 其他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5,991,400 5,991,40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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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099 5,256,992 0.11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4,456,240 4,456,240 0.09 0 无 0 其他 



限公司－鹏华精选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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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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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情况见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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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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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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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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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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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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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二） 

公司已按募集说明书约定，于 2022年 10月 24日足额完成本期债券（16

油服 04）的利息支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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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8.3 47.9 增加 0.4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48.9 -35.0 不适用 

EBITDA全部债务比 24.5% 24.4% 增加 0.1个百分点 

利息保障倍数 5.02 4.8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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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5,658.9百万元，同比增幅 22.1%。净利润为人民币 2,493.1

百万元，同比增幅 674.3%。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0.49元，同比增加人民币 0.42元。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77,184.1百万元，较年初增幅 5.3%。总负债为人民币 37,286.0

百万元，较年初增幅 6.2%。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39,898.1百万元，较年初增幅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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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