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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乃安东油田服务集团(「本公司」)仅就其企业通讯及一般参考而编制，在未

经本公司允许下，不得複製或向任何人士转发。本文不构成本公司或其附属公司

(合称「集团」)的任何类别之证券或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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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债券作投资免责声明决定之任何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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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及数据(不论财务或其

它资料)而引致之责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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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期业绩概述

(人民币百万元)

上半年收入为人民币1,112.4百万元，按年上升5.2%

经营利润达人民币169.0百万元，按年下降27.8%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达人民币27.4百万元，按年下降83.3%

每股盈利为人民币0.0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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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上半年 2014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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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回顾

市场形势严峻及市场整体增长放缓，且行业季节性影响加强，导致收入增幅明显下
降，应收贸易账款周期增加

1

由于降价压力增大且为长期发展准备的人员、设备和资金成本增加，导致利润率显著
降低

2

服务能力已初具规模，投资由大踏步调整为稳步发展，产品线建设开始以轻资产建
设为重点，一体化的架构越来越完善

3

设备资产全面投入使用，进入正常运行施工状态，对业绩产生积极贡献
4

国际化经营团队进一步扩大，为下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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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形势严峻，
海外机会增多但局势动荡

国内市场 海外市场

油公司调整经营策略，国内项目启动延后，整

体市场容量减少，竞争加剧

市场正在逐步放开，公开招标机会增多

市场正在开始从最低点逐步复苏

伊拉克发展机会增多，尽管六月份出现暂时

动荡，但未影响市场发展

南美市场快速增长，机会增多，成为增长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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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基本持平，海外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2013年上半年 2014年上半年

841.0 804.9 

216.0 307.5 

海外市场国内市场

20.4%

79.6%

(人民币百万元)

按地域市场分布 国内市场

海外市场

27.6%

72.4%

塔里木盆地：新产品进入，覆盖深度加强

鄂尔多斯盆地：市场全面开放，常规服务获
得突破；但增产服务因客户调整经营策略大
幅下降

四川盆地：单项技术进入页岩气市场，但尚
未形成规模

其他市场： 油藏产量管理模式进入其它区
域非常规市场，开发新的增长点

在发展中国客户的同时，加快开拓国家油公
司客户及国际油公司客户

伊拉克，更多产品线进入到当地市场，并与
国家油公司开始建立合作关系

美洲，借助防砂控水技术优势，深入加拿大
及哥伦比亚市场，突破厄瓜多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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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线建设支持集群业务发展

产业收入分布

2013年上半年 2014年上半年

473.8 450.4 

192.8 262.6 

249.3 
284.8 

141.1 
114.6 

40.5%

10.3%

(人民币百万元)

44.9%

13.3%

钻井技术： 油藏产量管理一体化服务实现突破；

钻机服务全面中标；新增油田环保技术；钻井液

服务由于新项目延后导致下降

完井技术：完井工具服务和防砂控水技术进入国

内和海外新市场，引领增长

井下作业：压裂泵送服务全面中标；连续油管服

务继续稳定增长；新增井下作业化学材料及压裂

支撑剂产品线；增产技术因客户调整经营策略大

幅下降；

管材服务：由于新项目减少导致业务量下降

25.6%

23.6%

23.6%

18.2%

完井技术集群

钻井技术集群

管材服务集群

井下作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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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建立规模更大的轻资产的一体化技术服务公司打下坚实基础

完善一体化服务模式

一体化产品线：
推动轻资产的新产

品线建设

一体化项目管理
模式推广：

同舟一体化以及油藏产量
管理

取得突破性发展

油藏地质与工程
结合的一体化：

大力推动油藏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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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设增强

招聘应届毕业生逾 1,000 人，于三季度

到位，为长期发展做准备

大力引进国际化人才及领军人才，打造安

东的超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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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SE管理

2014年上半年，产品线、区域销售和总

部QHSE管理中心构成的三级QHSE监督

体系全面运行

全面打造标杆作业队伍，打造一流的作

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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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效率

2014上半年 2013上半年 变动

应收贸易账款周转天数 223 163 60

存货周转天数 149 150 -1

应付贸易帐款周转天数 163 16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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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市场展望

下半年，市场环境仍然严峻，竞争激烈

但近期迹象显示市场下半年将从最低点逐步复苏

国内

海外 下半年，伊拉克在局势逐步稳定的同时，加快新项目的启动

美洲市场保持良好态势，新市场的开放带来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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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市场展望

中央提出能源革命，能源行业改革在即，石油行业将面临巨

大机会，油田技术服务提供商将在未来一到两年迎来新的快

速增长期

国内

海外 伊拉克对产量的需求迫切，尽管存在政治风险，但仍然可控，

伊拉克市场机会将继续扩大

美洲市场对快速增产的需求巨大，新市场开放加速，发展空

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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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产品展望

油田环保技术下半年全面启动；钻机服务开始进入海外市场；一体化服务

将积极推广

钻井技术

完井技术

防砂控水技术在海外获得较大发展机会；完井工具服务透过新工艺及新

市场将实现稳定增长

井下设备服务将全面渗透国内页岩气市场和海外市场；采油运行管理在伊

拉克的新中标将全面启动

井下作业

管材服务

管材服务业务将扩展检测服务内容，并增加钻具服务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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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产品展望

单井总包和区块总包一体化的服务需求将持续增加，工程项目管理和油藏产量一体化管理服务产
品线将推动规模化增长

全面建设以优快钻井为特色的钻井产业、钻机服务以国内的一体化支持和国外的钻井工程为目标
市场并大力发展环保业务

钻井技术

完井技术

完井基地投入使用后将增强完井集群自主化能力，增强完井产品及服务的竞争力

发展增产新工艺，加强一体化的井下作业服务能力，包括压裂泵送服务、连续油管服务、井下作
业化学材料和支撑剂

采油服务将为客户的生产阶段提供服务，规模化发展，优化收入结构

井下作业

管材服务
管材服务将在资产服务的基础上，扩大技术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活力

长期，本集团将保持现有产品线数量，强调发展已有产品线，以实现已有产品线规模化

发展来拉动本集团整体增长



19

战略资源配套

继续以资金使用效率为目标，加快账款回收，加强资金管理

资金

维持现有服务能力水平，设备服务能力建设从大踏步转为稳步发展，加快

轻资产技术建设

人才

持续引进产品线关键岗位领军人才，保持团队建设

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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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成本控制计划及技术创新计划

成立集团成本管控小组，向集团各单位分解目标，对原材料成本、管理费

用等各项成本进行严格控制，保持成本竞争力

成本控制计划

技术创新计划

战略发展以技术为导向，实现技术和成本优势

完善CTO领导下的油藏地质研究院以及工程技术知识管理中心两大专业机构

的支持，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团队的引进与培养，与先进技术公司结成战略伙

伴关系，以投资并购获得技术，并辅以自主科研等手段，加强技术创新，形

成新的技术品牌优势



面临困境，将推进技术创新、深化成本控制，为机
会的来临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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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合并利润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个月(人民币百万元) 2014 2013

收入 1,112.4 1,057.0 

营业成本 (691.2) (591.9)

毛利 421.2 465.1

其他收益 2.9 12.1 

销售费用 (82.9) (81.4)

管理费用 (137.7) (119.7)

研究开发费用 (22.8) (32.0)

营业税和附加费 (11.6) (10.1)

经营利润 169.0 234.0 

财务费用，净额 (88.8) (21.2)

应占共同控制实体亏损 (5.1) (5.7)

除所得税前利润 57.1 207.1

所得税费用 (43.1) (37.4)

本期间利润 32.1 169.7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 27.4 164.2 

非控股权益 4.7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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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资产负债表

人民币百万元 2014年6月30日 2013年12月31日

物业、厂房及设备 1,871.4 1,601.7

土地使用权 50.5 22.0

无形资产 380.4 375.4

合营公司投资 19.0 16.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1.2 6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6 25.0

存货 604.0 540.7

应收贸易账款及应收票据 1,642.5 1,332.3

预付款项及其他应收款项 247.5 191.3

受限制银行存款 41.9 32.4

初始存期超过三个月的定期存款 3.0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042.5 1,770.2

资产总计 6,057.5 5,967.9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权益 2,264.8 2,282.7

非控股权益 103.9 92.6

权益总计 2,368.7 2,375.3

非流动负债 2,002.3 1,984.3

流动负债 1,686.5 1,608.3

负债总计 3,688.8 3,592.6

权益及负债总计 6,057.5 5,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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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现金流量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币百万元) 2014 2013

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净额 (433.6) (2.5)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净额 (229.4) (216.5)

融资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净额 (59.0) 69.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 (722.0) (149.4)

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770.2 523.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汇兑亏损 (5.7) (10.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042.5 3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