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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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锡坤先生、总经理袁建强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裴德芳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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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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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33,163 62,069,378 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736,310 6,763,87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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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4,219 -1,119,740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868,009 13,458,154 -4.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2,308 188,182 -1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15,842 149,481 -2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70 3.20 增加 5.9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1 -2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1 -2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4 / 16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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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93  

债务重组损益 15,4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480  

所得税影响额 -8,507  

合计 3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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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52 

其中 H股股东人数 347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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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
1 10,727,896,364 56.51 1,503,568,702 无 0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2
 

5,401,997,744 28.45 2,595,786,987 无 0 
境外法

人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1,035,000,000 5.45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

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49号结构化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66,666,666 0.35 0 无 0 其他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

－华鑫信托－慧智投

资 47号结构化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66,666,666 0.35 0 无 0 其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40,145,899 0.21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长江盛世华

章集合型团体养老保

障管理产品进取增利

2号组合
3 

23,148,854 0.12 23,148,854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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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基金－兴业银行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 

13,333,300 0.07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4 12,088,282 0.06 0 无 0 其他 

耿权 11,018,900 0.0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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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9,224,327,662 
人民币普通

股 
9,224,327,66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806,210,757 
境外上市外

资股 
2,806,210,757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1,035,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035,000,000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智投

资 49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6,666,666 

人民币普通

股 
66,666,666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智

投资 47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6,666,666 

人民币普通

股 
66,666,66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

行 
40,145,899 

人民币普通

股 
40,145,899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13,333,300 

人民币普通

股 
13,333,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088,282 
人民币普通

股 
12,088,282 

耿权 11,018,900 
人民币普通

股 
11,018,9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

股指基金（交易所） 
9,301,900 

人民币普通

股 
9,301,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49号结构化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东海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慧

智投资 47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同属东海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注：1、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

公司 2,595,786,987 股 H 股，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以代理

人身份代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本公司 H股股票。 

3、代表本公司管理层齐心共赢计划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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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

有香港联交所投资者投资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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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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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于 2020 年 

3月 31 日 

人民币千元 

于 2019年 

12月 31日 

人民币千元 

变化 

% 

变化主要原因 

预付款项 779,362 553,726 40.7 主要是工程施工备料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12,997,596 9,570,249 35.8 

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工程结算滞

后所致 

专项储备 527,984 373,238 41.5 主要是安全生产费用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项目 截至 3月 31日止期间 变化 

% 

变化主要原因 

2020 年 

人民币千元 

2019年 

人民币千元 

销售费用 
13,020 9,022 44.3 

主要是本期加大市场开拓，相关费用

同比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

失 
919 69,431 -98.7 

主要是收回应收款项转回的坏账准

备低于上年同期所致 

其他收益 61,436 5,854 949.5 主要是消费税返还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4,825 54,648 -72.9 主要是债务重组利得同比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

益 
214 -1,242 不适用 

主要是上年同期报废处置部分录井

仪器所致 

营业外支出 
4,433 11,467 -61.3 

主要是本期诉讼裁决冲回未决诉讼

损失所致 

所得税费用 
31,455 80,680 -61.0 

主要是境外业务所得税费用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净利润 

-182,308 188,182 -196.9 

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公司

主要专业工作量和营业收入同比减

少，同时停待费用和防疫支出同比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使用

以“-”号填

列） 

-149,791 -83,761 不适用 

主要是设备购置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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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54,034 1,088,047 52.0 

主要是贷款规模增加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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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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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锡坤先生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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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年 3 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88,973 1,668,837 

应收票据 500 500 

应收账款 9,925,483 11,996,355 

应收款项融资 1,499,134 1,446,389 

预付款项 779,362 553,726 

其他应收款 2,441,706 2,365,41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1,410,758 1,185,504 

合同资产 12,997,596 9,570,249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783,239 1,742,338 

流动资产合计 32,826,751 30,529,316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9,138 39,71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2,847 32,847 

固定资产 22,809,268 23,516,427 

在建工程 260,064 213,819 

使用权资产 1,481,205 1,547,822 

无形资产 367,846 392,947 

长期待摊费用 4,999,040 5,379,478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7,004 417,00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406,412 31,540,062 

资产总计 63,233,163 62,069,37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2,349,296 20,403,075 

应付票据 4,977,927 4,733,932 

应付账款 19,637,345 20,068,294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3,125,701 3,57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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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527,455 421,938 

应交税费 676,164 843,715 

其他应付款 1,793,364 1,770,597 

其中：应付利息 575 19,158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34,976 535,475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3,622,228 52,352,68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531,383 474,382 

租赁负债 1,070,156 1,134,746 

长期应付款 732,880 784,377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440,866 449,256 

递延收益 81,486 92,211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854 17,854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874,625 2,952,826 

负债合计 56,496,853 55,305,50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8,984,340 18,984,340 

资本公积 11,714,581 11,714,581 

其他综合收益 6,447 6,447 

专项储备 527,984 373,238 

盈余公积 200,383 200,383 

未分配利润 -24,697,425 -24,515,1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6,736,310 6,763,872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6,736,310 6,763,87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总计 

63,233,163 62,069,378 

 

法定代表人：陈锡坤先生  总经理：袁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

裴德芳先生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0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年 3 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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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163 17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4,399,633 4,399,759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83 83 

流动资产合计 4,399,879 4,400,012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7,891,662 27,891,66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891,662 27,891,662 

资产总计 32,291,541 32,291,67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1,800 11,800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26,531 26,531 

其他应付款 7 8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8,338 38,339 

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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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38,338 38,33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8,984,340 18,984,340 

资本公积 14,564,824 14,564,824 

盈余公积 200,383 200,383 

未分配利润 -1,496,344 -1,496,21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32,253,203 32,253,3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总计 

32,291,541 32,291,674 

 

法定代表人：陈锡坤先生  总经理：袁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

裴德芳先生 

合并利润表 

2020年 1—3月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第一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12,868,009 13,458,154 

其中：营业收入 12,868,009 13,458,154 

二、营业总成本 13,095,775 13,309,598 

其中：营业成本 12,228,462 12,335,871 

税金及附加 45,382 56,221 

销售费用 13,020 9,022 

管理费用 422,271 462,596 

研发费用 167,581 163,227 

财务费用 219,059 282,661 

其中：利息费用 229,533 224,774 

利息收入 2,924 19,550 

加：其他收益 61,436 5,854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4,825 54,64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589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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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15,414 55,369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919 69,431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214 -1,242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0,372 277,247 

加：营业外收入 3,952 3,082 

减：营业外支出 4,433 11,46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0,853 268,862 

减：所得税费用 31,455 80,68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82,308 188,182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82,308 188,182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

损以“-”号填列） 

-182,308 188,182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

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0 0 

七、综合收益总额 -182,308 188,182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182,308 188,182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

的净利润为：0 元。 

法定代表人：陈锡坤先生 总经理：袁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

裴德芳先生 

 

母公司利润表 

2020年 1—3月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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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第一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31 1,740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 -782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783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2 -958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32 -958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32 -958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32 -958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0 0 

六、综合收益总额 -132 -958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陈锡坤先生 总经理：袁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

裴德芳先生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0年 1—3月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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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332,441 10,755,619 

收到的税费返还 55 9,99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37,129 2,447,85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269,625 13,213,46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050,804 8,161,282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907,557 3,176,194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0,890 428,60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44,593 2,567,12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453,844 14,333,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4,219 -1,119,74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8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9 201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 88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49,811 84,644 

投资支付的现金 9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9,820 84,64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791 -83,76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4,299,046 9,365,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299,046 9,365,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2,339,115 8,020,068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211,705 175,218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4,192 8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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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645,012 8,276,95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4,034 1,088,04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11 -35,09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0,135 -150,54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50,732 2,173,58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70,867 2,023,035 

 

法定代表人：陈锡坤先生 总经理：袁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

人：裴德芳先生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20年 1—3月 

编制单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1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 2,31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 1,53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 1,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 78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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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 78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0 58,67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3 59,462 

 

法定代表人：陈锡坤先生  总经理：袁建强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毅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

裴德芳先生 

4.2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3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4 审计报告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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