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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乃安东油田服务集团(「本公司」)仅就其业务通讯及一般参考而编制，并不

构成本公司或其附属公司(合称「集团」)的任何类别之证券于任何司法权区进行

销售或认购之任何建议或邀请，亦不构成就有关证券作投资免责声明决定之任何

基准。在咨询专业意见前，不应使用或依赖所有有关数据。本文仅属简介性质，

并非集团、其业务、现时或过往经营业绩或未来业务前景之全面描述。本文并不

涉及任何明示或隐含保证或申述。本公司明确表示不会就因使用或依赖本文所载

之任何数据及数据(不论财务或其它数据)而引致之责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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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2013 年中期业绩概述 

运营与财务回顾 

展望 

问答环节  



 
 
 
 
 
 

2013年中期业绩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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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期业绩概述 

(人民币百万元) 

上半年收入为人民币 1,057.0百万元，按年上升31.5%     

经营利润达人民币234.0百万元，按年上升34.7%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达人民币164.2百万元，按年上升31.8% 

每股盈利为人民币0.0765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收入 经营利润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 

2012年上半年 2013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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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亮点 

市场继续保持增长 。国内，三大天然气盆地业务快速发展；海外，跟随客户投资
进度，稳步发展   1 

深化“人才先行”战略，大量引进并快速培养人才，为下一轮的增长做好准备   4 

盈利能力及资金管理效率继续保持健康、稳定   5 

原有业务快速增长，新业务开始产生贡献。围绕客户的提速和增产需求完善产品
链，产生协同效应   2 

一体化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快速推动常规作业设备投资到位，同时加强油藏分析
与评价力量，并推进与斯伦贝谢合资的“同舟一体化”公司队伍建设   3 



 
 
 
 
 
 

运营与财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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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充满机遇，海外市场稳步向前 

海外市场 

中国投资者继续以中东为重点开发市场，

伊拉克艾哈代布项目稳步发展，哈法亚项

目，客户已启动二期工程，现阶段以管线

铺设为主，随后进入更大规模的开发 

三大天然气盆地继续加快产能建设，大力开

发常规气及致密气，尤其对提速及增产需求

迫切 

在边际区块和页岩气方面，油公司逐渐加大

勘探开发的对外开放，加强与各种资本合作 

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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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业务迅猛增长，海外业务蓄势待发 

2012年上半年 2013年上半年 

 607.0  

 841.0  

 196.7  

 216.0  

海外市场 国内市场 

20.4% 

79.6% 

75.5% 

(人民币百万元) 

24.5% 

按地域市场分布 国内市场 

海外市场 

继续坚持“天然气”战略，重点发展塔里

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立足

本地的天然气开发需求提供服务，实现高

速增长 

继续坚持“跟随”战略，重点发展中东市

场。上半年，艾哈代布项目稳步发展，哈

法亚项目配合客户当前管线铺设进度，相

应调整服务安排，为下一阶段的开发需求

储备服务能力 

以南美为新的增长点，快速推进当地的市

场发展 



帮助别人成功 自己就能成功 10 

主业辅业持续增长 

主辅产业收入分布 

2012年上半年 2013年上半年 

 709.5  

 915.9  

 94.2  

 141.1  

油气田开发技术服务 管材服务 

86.7% 

13.3% 

88.3% 

(人民币百万元) 

11.7% 

钻井技术 +50.9%，与钻井提速相关的

技术得到全面推广 

井下作业 +47.5%，围绕增产需求的技

术获得规模化发展 

完井技术 -13.5%，主要受海外伊拉克

项目管线铺设调整服务安排的影响 

管材服务 +49.8%，管材租赁和管材检

测增长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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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围绕钻井提速发展系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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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 

钻井液服务 
油基钻井液技术 

定向钻井服务 
高速螺杆提速技术 

钻井新技术服务 
钻井提速新技术 

在塔里木盆地的超深区块
应用，钻井周期从400余天

大幅缩短至200余天 

在四川盆地推广及应
用，提升钻井速度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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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围绕增产发展系列技术 

12 

水平井裸眼分段压裂技术继续领导市场；同时，向鄂尔多斯盆地推出连续油管带底部封

隔器拖动分段压裂技术；和斯伦贝谢合作，向塔里木盆地推出纤维转向体积压裂技术；

投资压裂设备、新材料和化学材料的研发、生产能力，打造全面的压裂增产服务体系 

压裂
增产 

压裂泵送服务 
压裂泵送设备 

分段压裂服务 
裸眼分段压裂技术 

连续油管服务 
连续油管带底部 

封隔器拖动分段压裂技术 

完井集成服务 
纤维转向体积压裂技术 

新材料 
支撑剂 

化学材料 
压裂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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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完善一体化模式 ── 加快建设常规服务能力 

快速推进常规设备投资到位，上半年新

增压裂泵送设备31,200水马力，七月份

又增加20,000水马力到位，已累计具备

75,200水马力服务能力；上半年，新增

两台5,000米钻机，七月份又新增1台

5,000米钻机，已累计具备3台钻机的服

务能力。 同时，快速推进完井工具自主

制造能力的产业基地建设 

2013年上半年资本开支支出为人民币

270.3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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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完善一体化模式 ── 从油藏和工程项目管理拉动一体化 

14 

油藏评价 
与分析 

引进了地质、油藏领域

的领军人才，建设油藏

评价与分析方面的技术

力量 

加快与斯伦贝谢合资公

司“同舟一体化”的人

才招聘和培训，建设人

力资源服务能力 

拉动一体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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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先行 ，快速培养，保障高速增长 

加大成熟人才和领军人才的引进力度 

规模化引进68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于八月份到位并接受培训，为长期发展

储备人才 

启动了“接班人计划”，为所有关键岗位制定当期及远期接班人选，加强培

养，保障长期发展充足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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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保持稳定 

净利润率保持稳定水平，其中： 

1. 营业成本率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2. 业务增长已经形成规模效应，销售及管理费用率进一步下降 

成本结构分析(占收入比例) 

2012年上半年 2013年上半年 

15.5% 15.5% 

归属本公司权益持有人的净利润率 

营业成本率 

0.0%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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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50.0%

60.0%

2012年上半年 2013年上半年 

52.1%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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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4.0%

16.0%

18.0%

20.0%

2012年上半年 2013年上半年 

20.8% 
19.0% 

销售及管理费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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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效率保持健康水平 

17 

  2013上半年 2012上半年 变动  

应收贸易账款周转天数  163 170 -7 

存货周转天数  150 137 13 

应付贸易帐款周转天数  167 127 40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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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资产的一体化服务模式 

投资常规设备和

自主的制造能

力，弥补常规服

务能力不足 

建立规模更
大的轻资产
的一体化技
术服务公司 

加强新技术的 

开发和应用，快速

引进人才，与常规

服务能力形成相互

的拉动效应 

通过油藏和工程

项目管理拉动一

体化服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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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油公司继续以伊拉克市场为重点并推进南美市场发展 

海外市场保持合适的比例，坚持“跟随”战略，重点发展伊拉克市场，并逐步拓

展南美市场 

 

海外 

天然气投资持续发展，常规气和致密气继续作为开发重点 ，同时，油公司开始启

动页岩气前期项目，并关注致密油发展 

以国内市场为主，加大国内业务布局，重点发展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四

川盆地，全面实施区域化战略；并通过战略重点项目，培育其他盆地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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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围绕客户的提速和增产需求，积极

推动新技术的应用 

通过集团在高端市场优势，加快常

规作业设备服务投入市场，形成技

术与设备相互拉动的协同效应 

加快油藏评价与分析能力建设，加

快“同舟一体化”公司的人力资源

团队建设，积极推广一体化作业服

务模式，拉动各单项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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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资源配套  

为规模化引进的应届毕业生制定培训计划，通过培训快速培养

现场工程师  

加快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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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资源配套  

资本开支 

目标完成全年4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开支预算，并依据公司战略规划，适度

加快产能建设，实现集团战略目标 

继续推动天津滨海新区完井工具产业基地的建设和四川遂宁井下作业产

业基地的建设 

战略合作 

继续通过战略合作拉动业务发展，与油公司客户、国有服务公司及国际服

务公司全面建设战略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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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SE管理 

， 

引进来自国际油公司的QHSE领军人才，加大QHSE方面的投入，提升

QHSE 文化，全面建设具有国际标准的QHSE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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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继续保持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健康的资金管理效率 

继续完善国内和境外的融资渠道，八月份已完成第二期

2亿元人民币中期票据的发行，进一步优化债务融资结

构 



 
 
 
 
 
 

全面建设一体化服务能力，实现战略目标！ 



 
 
 
 
 
 

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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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合并利润表 

截至6月30日六个月(人民币百万元) 2013 2012 

收入     1,057.0  803.7 

营业成本      (591.9) (419.0) 

毛利       465.1  384.7 

其他收益         12.1  0.7 

销售费用        (81.4) (72.3) 

管理费用      (119.7) (94.8) 

研究开发费用        (32.0) (28.9) 

营业税和附加费        (10.1) (15.7) 

经营利润       234.0  173.7 

财务费用，净额        (21.2) (15.8) 

应占共同控制实体亏损 (5.7) - 

除所得税前利润       207.1  157.9 

所得税费用        (37.4) (25.0) 

本期间利润       169.7  132.9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       164.2  124.6 

非控股权益           5.5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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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资产负债表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2013年6月30日 截至2012年12月31日 

物业、厂房及设备  1,165.7      955.1  

土地使用权      22.5        28.8  

无形资产     367.8      371.2  

与共同控制实体的投资      13.4         4.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2        19.5  

存货     499.5      487.0  

应收贸易账款及应收票据  1,112.5      948.3  

预付款项及其他应收款项     219.2      239.9  

受限制银行存款      20.8        15.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63.4  523.4 

初始存期超过三个月的定期存款        2.0  - 

资产总计  3,806.0   3,592.8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权益  2,051.0   1,971.9  

少数股东权益      90.0      109.1  

权益总计  2,141.0   2,081.0  

非流动负债     300.0      303.3  

流动负债  1,365.0   1,208.6  

负债总计  1,665.0   1,511.9  

权益及负债总计  3,806.0   3,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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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现金流量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 (人民币百万元) 2013 2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2.5) (8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216.5) (179.1)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69.6  135.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减少) 净额 (149.4) (128.2) 

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523.4  462.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汇兑亏损 (10.6) (1.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63.4  3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