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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于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要宝琴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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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2,611.79 3,328,189.62 -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75,419.38 2,265,106.00 0.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80.35 -53,131.4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09,142.61 230,174.07 3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82.22 -30,468.9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37.23 -33,561.9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1.35 增加 1.8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7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70.71 处置低效资产“海

洋石油 222”、“海洋

石油 223”船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16.3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607.84 理财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8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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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8.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86.6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69  

所得税影响额 -1,331.20  

合计 6,744.9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07,60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2,138,328,954 48.36 0 无 0 国家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有限公司 294,215,908 6.65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0,403,908 2.27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9,714,500 2.0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157,942 1.50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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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28,229 1.31 0 无 0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0.83 0 无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0.83 0 无 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0.83 0 无 0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0.83 0 无 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0.83 0 无 0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0.83 0 无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0.83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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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0.83 0 无 0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0.83 0 无 0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0.83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2,138,328,954 人民币普通股 2,138,328,954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有限公司 294,215,908 人民币普通股 294,215,90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0,403,908 人民币普通股 100,403,90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9,714,500 人民币普通股 89,714,5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157,942 人民币普通股 66,15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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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28,229 人民币普通股 57,828,22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4,4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4,4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4,4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4,4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4,4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4,4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4,4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4,4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4,4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6,70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4,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有限公司为中国海洋

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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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报告期生产经营情况简介  

2021 年公司工作量将超过历史峰值，所承接的油气田项目建设中，有 17 个项目要实现年内

建成投产，为此，公司陆地建造和海上安装工作量饱满，生产任务艰巨。面对挑战，一季度伊始

公司以“开年即发力，起步即冲刺”的斗志，按计划实施各工程项目建设，共计 42 个工程项目全面

铺开、多点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了 8 座导管架和 2 座组块的陆上建造，8 座导管架和 4 座组块的海上安

装，以及 60 公里海管铺设，另有 9 座导管架、18 座组块正在建设中。建造业务完成钢材加工量

4.99 万结构吨，安装等海上作业投入船天 3,900 个，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0%和 39%。 

“17+1”工程项目平稳有序运行（“17+1”项目指 2021 年已明确投产时间的 17 个油气田开发工

程项目和努力投产的垦利 6-1 油田开发工程项目）。公司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优化

资源、集中力量按计划推进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精益化管控，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项目组织

效率保障项目顺利实施。本报告期内曹妃甸 6-4 油田开发项目万吨级组块实施了海上浮托安装，

陆丰 14-4 油田开发项目、渤海岸电项目等多个重点项目的建造工作按计划进行，部分项目同步进

行海底电缆铺设等海上作业。 

陵水 17-2 项目深水半潜平台按期抵达南海作业海域，开展了主脐带缆铺设安装，脐带缆直径

22.2 厘米，总长 4938 米，系国内首条 1500 米深水动态脐带缆铺设；还实施了水下系统的联合调

试、立管铺设回接等一系列连接、调试工作，项目累计进度 92%，为项目实现预期投产目标提供

了坚实保障。 

与此同时，大力推进海外项目建设，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卡塔尔项目完工，尼日利亚项目

进度至 99%，取得积极进展。 

重点工程项目实施进度（截至报告期末）列示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累计实施进度 

1 北美壳牌 LNG 模块化建造项目 26% 

2 天津 LNG 二期接收站工程项目 25% 

3 香港海上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 32% 

4 唐山 LNG 项目接收站一期工程项目 43% 

5 福建漳州 LNG 接收站及储罐项目 64% 

6 陆丰油田群区域工程项目 49% 

7 陵水 17-2 气田开发工程项目 92% 

8 流花 16-2 油田群工程项目 96% 

9 旅大 6-2 油田开发工程项目 64% 

10 秦皇岛 32-6、曹妃甸 11-1 油田群岸电应用工程（扩容）项目 69% 

11 秦皇岛 32-6、曹妃甸 11-1 油田群岸电应用工程（海上）项目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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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市场开发合同 20.80 亿元。 

在做好日常生产经营工作的同时，公司不断拓展创新平台建设，推动技术成果转化，由公司

牵头建设的“天津市海洋工程先进焊接制造与评价企业重点实验室”被正式认定为天津市企业重点

实验室，这是国内首家海洋工程焊接领域的省部级企业重点实验室。报告期公司围绕海上油气工

程项目技术需求进行研发投入 1.31 亿元，助力技术实力提升，为项目安全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9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4.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0 亿元，较上年同期明显好转。截止一季度末，公司总资产 322.2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 227.54 亿元，资产负债率 29%，实现了良好开局。 

3.2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利润表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主要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增减变化 增减（%） 

营业收入 309,142.61  230,174.07  78,968.54  34.31  

营业成本 282,494.05  240,467.06  42,026.99  17.48  

销售费用 463.21  860.07  -396.86  -46.14  

研发费用 13,108.06  18,781.68  -5,673.62  -30.21  

财务费用 -312.93  -1,405.74  1,092.81  不适用 

其他收益 925.07  1,402.47  -477.40  -34.04  

投资收益 2,594.54  -1,084.83  3,679.37  不适用 

所得税费用 1,990.65  -4,268.22  6,258.87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1,982.22  -30,468.97  42,451.19  不适用 

原因分析：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9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90亿元，增长34.31%，主要原因是工

作量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28.2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20亿元，增长17.48%，主要原因是随着工作量和收入

规模增长，成本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463.2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96.86万元，下降46.14%，主要原因是通过降本增效

压降销售费用所致。 

研发费用1.31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57亿元，下降30.21%，主要原因是研发费用投入不是

非常均衡的过程，在不同季度会出现一些科研项目集中投入或集中结题情况，集中结题和结算导

12 曹妃甸 6-4 油田开发工程项目 100% 

13 渤中 19-4 油田综合调整项目 62% 

14 尼日利亚 Dangote 项目 99% 

15 
沙特 CRPO3648 海上运输安装项目 IK 合同 76% 

沙特 CRPO3648 海上运输安装项目 OOK 合同 96% 

16 壳牌企鹅 FPSO 项目 78% 

17 巴西 FPSO 项目 P70 船上部模块 99% 

18 卡塔尔 NFA 项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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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研发费用存在时间性高点。本年研发结题和结算主要集中在下半年，报告期相对较少，与上年

同期相比有所减少。 

财务费用-312.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92.81万元，主要原因是期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6.5713，较期初升值0.71%，公司外币净资产产生汇兑收益0.07亿元，而上年同期实现汇兑净收益

0.17亿元，汇兑净收益同比下降0.10亿元所致。 

其他收益925.0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77.40万元，下降34.04%，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深圳

子公司取得2019年工业增加值奖励项目拨款0.04亿元，而本期无相关收益。 

投资收益0.2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37亿元，主要原因是：①合营公司中海福陆重工有限公

司提质增效工作效果明显，公司持股51%对应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亏0.15亿元；②公司理财

规模增加带来收益增加0.20亿元所致。 

所得税费用0.2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63亿元，主要原因是本期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25亿元，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保障

各在建项目顺畅运行，加之工作量增加，成本增幅明显小于收入增幅，盈利能力提升。 

 

资产负债表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化 增减（%） 

预付款项 47,707.09  30,719.47  16,987.62  55.30  

其他应收款 2,579.53  1,963.52  616.01  31.37  

合同资产 279,561.68  192,758.98  86,802.70  45.03  

在建工程 139,556.44  204,401.28  -64,844.84  -31.72  

使用权资产 15,178.65  不适用  15,178.65 不适用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化 增减（%） 

应付职工薪酬 12,734.52  29,852.24  -17,117.72  -57.34  

租赁负债 13,292.45  不适用  13,292.45  不适用  

原因分析： 

预付款项4.77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70亿元，增长55.30%，主要原因是预付材料、工程款增

长所致。 

其他应收款0.26亿元，较上年末增加0.06亿元，增长31.37%，主要原因是海关保证金增长所

致。 

合同资产27.96亿元，较上年末增加8.68亿元，增长45.03%，主要原因是随着在建项目的推进，

项目已施工未结算的部分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13.96亿元，较上年末减少6.48亿元，下降31.72%，主要原因是深圳子公司“海洋石油

291”船更新改造完毕，本期转入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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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资产1.52亿元，上年末无该科目，主要原因是本年执行新租赁准则，根据租赁合同确

认使用权资产。 

应付职工薪酬1.27亿元，较上年末减少1.71亿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发放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金。 

租赁负债1.33亿元，上年末无该科目，主要原因是本年执行新租赁准则，根据租赁合同确认

租赁负债。 

 

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3 月 增减变化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380.35 -53,131.42 58,511.77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423.88 60,613.61 -100,037.49 -165.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7.19 -24.39 -62.80 不适用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5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85 亿元，主要原因是本期项目收

款较上年同期好转，经营活动流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1.73 亿元；另一方面，随着项目的稳步推进，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5.88 亿元，两方面原因使得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94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0 亿元，主要原因是：①本期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2.26 亿元，②本期净增加银

行理财产品 1.00 亿元，上年同期净收回银行理财产品投资 7.00 亿元，该项使得现金净流入较上年

同期减少 8.00 亿元，③本期处置低效船舶“海洋石油 222”船、“海洋石油 223”船现金流入 0.21 亿

元，上年同期无此事项，三因素相抵消后现金净流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5 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7.19 万元，上年同期净额为-24.39 万元，主要是因为上期偿

付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拨付 2.20 亿元委托贷款的一季度利息 24.39 万元，而本期偿付中国

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拨付 2.20 亿元委托贷款的一季度利息 24.13 万元，偿付进出口银行 3,313.46

万美元贷款的一季度利息 63.06 万元。 

 

3.3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4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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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毅 

日期 2021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