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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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概述

(人民币百万元)

全年收入为人民币2,071.2百万元，按年下降18.2%

经营利润达人民币38.0百万元，按年下降93.4%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达人民币-198.2百万元，按年下降151.8%

每股盈利为人民币-0.0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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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2,533.5
2,071.2

2013年 2014年

572.4

38-18.2% -93.4%

382.6

-198.2

2013年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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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回顾

收入出现较明显下降，应收贸易账款周期增加；由于收入降低，降价压力增大，利润
率降低，以及为长期发展准备的成本增加，因此于二零一四年度出现净亏损

1

继续完善全面覆盖的市场网络；尽管在国内，受到行业调整和油价大幅下跌的双重冲
击有所下降；但在国际市场，逐渐突破“跟随”战略，全力开拓新市场，收入有所增
长

2

覆盖油气田开发全过程的产品线架构已经基本形成，设备服务进入正常稳定运行，
并为二零一五年发展取得较大订单支持；针对采油与油田环保业务做好产能、技术
和订单储备，为二零一五年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3

通过人员优化调整，控制人力成本总量；通过将工作量较少产品线的人员内部调配到
新业务，进行结构调整；同时，严格执行各项成本管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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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市场形势严峻，海外仍存在热点市场

国内市场 海外市场

由于国内油气行业调整和油价大幅下降的双重影响，

导致客户资本开支下降，市场保护增强，油田技术服

务行业竞争加剧

国内油公司推进市场化改革，部分市场全面放开，公

开招标机会增多；并且，老油田对应用新技术进行增

产的需求开始增大

由于国际油价在二零一四年下半年大幅下跌，行业

形势严峻

部分热点市场——如伊拉克市场——客户资本开支

受到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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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有所下滑，海外业务稳定增长

2013年 2014年

1,957.6 

1,378.6 

575.9 

692.6 

海外市场国内市场

22.7%

77.3%

(人民币百万元)

按地域市场分布 国内市场

海外市场

33.4%

66.6%

西北塔里木盆地：投资减缓，部分原有业务下降；开拓
了环保和修井业务

华北鄂尔多斯盆地：收入大幅下降，其中裸眼分段压裂
下降较大；但市场逐步开放，设备服务获得年度工作
量，积极开辟新客户

西南四川盆地：常规资源投资大幅减少，页岩气常规业
务主要由国有油服提供；通过环保业务进入页岩气市场

其他市场：油藏产量管理风险总包服务获得突破；采油
生产作业服务突破西北新市场

突破“跟随”战略，加快开拓国家油公司及国际油公司
客户

伊拉克：受到财政压力，客户持续上产；突破“跟随”
战略，持续获得新订单，向南部扩张市场；与国际油公
司客户合作取得实质进展

美洲：保持健康增长，开始实现规模化发展；优势的防
砂控水业务在加拿大继续扩张；定向井在哥伦比亚获得
3年期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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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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081.5 
859.8 

547.9 

456.6 

589.4 

532.9 

314.7 

221.9 

41.5%

10.7%

(人民币百万元)

-29.5%

-20.5%
42.7%

12.4%

钻井技术：钻井液收入大幅下滑；积极推广

油藏产量管理和一体化总包服务模式；抓住

机遇，筹建环保业务服务能力

完井技术：凭借自主化完井工具和防砂控水

的技术和成本优势，完井集成有所增长；砾

石充填服务收入下降导致完井集群收入下降

井下作业：裸眼分段压裂服务收入下降较

大；压裂泵送服务收入有所上升，但设备利

用率不尽如人意；采油修井业务取得重大突

破，抓住机遇，为二零一五年做好坚实储备

管材服务：客户投入减少，钻机动用率下降

导致收入下降

25.7%

22.1%

23.3%

21.6%

-9.6%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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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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服务模式

二零一四年，油藏产量管理服务取得突破，为苏北盆地致密油项目和湖

北页岩气项目提供从油藏到钻完井的一体化服务

已经具备覆盖油气田开发全过程的产品线，通过将油藏和工程结合将持

续推广一体化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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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员优化精简，控制人力成本总量；
调整人力资源结构

加强绩效考核与淘汰机制，严格淘汰绩效不达标人员，控制人力成本总量

加快内部人员调配，将工作量较小部门的人员调配到采油生产作业和油田环

保等工作量有在手订单保障的，需要大量人才的新兴产品线，优化人力资源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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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效率

2014年 2013年 变动

应收贸易账款周转天数 228 150 78

存货周转天数 158 131 27

应付贸易帐款周转天数 153 157 -4

本集团积极采取措施阻止资金周转天数进一步恶化，截止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团在手现金约为人民币840.1百万元

受到市场形势严峻及客户调整经营策略的影响，本集团资金周转天数同比有较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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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展望

国内市场环境依然充满挑战，竞争仍然激烈；由于国内对环保要求日趋严格，

油公司可能为满足环保措施，在征地等准备方面花更多的时间，导致项目延迟

国内油田技术服务市场逐步开放带来公开招标机会增多；天然气和非常规油气

资源开发带来机会

短期

长期 国家逐步推进能源改革，油田服务市场将逐步放开；且国内天然气需求将会

继续加大，国内油田技术服务市场仍然存在巨大需求

随着市场逐步开放，具备相对品牌优势的公司将在公开招标中取得更多订

单；由于客户控制成本、提高效益的需求，更加需要在成本和技术上具备相

对优势，以及具备一体化服务模式优势的公司与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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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展望

油公司削减二零一五年资本开支预算，美洲市场受影响严重

伊拉克市场由于财政收入下降反而需要增加产量，受影响较小，但仍

然存在降价压力和项目推迟的风险

短期

长期 伊拉克持续上产，油服行业需求强劲；美洲墨西哥油气改革带来潜

在机遇

客户降本压力将更有利于具备相对品牌优势和成本优势的中国油田

技术服务公司



16

产品展望

钻机服务已取得年度订单保障，继续开拓海外市场

积极培育油田环保业务，为长期发展做准备

新增定向井旋转地质导向工具，完善产品链

将油藏能力与工程技术相结合，推广油藏工程一体化的服务模式

钻井技术

完井技术 优势产品防砂控水产品与服务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大机会

继续推进完井工具全面自主化，竞争优势逐步显现

新增连续油管设备服务能力，压裂泵送设备利用率持续提升

针对客户运营成本的采油业务将稳定增长

推动分段压裂各项工艺在国内各油田的广泛应用，老油田对其需求日益增长

加快发展井下作业化学材料业务

井下作业

管材服务 针对客户对安全的需求，检测及评价业务将取得规模化发展

全面推广一体化服务模式，凭借覆盖油气田开发全过程的产品线，满足客户提速、增
产、降本、安全环保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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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资源管控

开辟新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减少流动资

金需求；和客户体系内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对应收账款进行优化

已就二零一五年五月到期的中期票据再融资与银行达成初步意向

资金

严格控制资本开支水平

二零一五年预计资本支出约为人民币400百万元，主要用来执行未完成

的投资项目

人才 继续加大人员考核与优化精简力度，通过内部调配优化人员结构

同时继续引进行业优秀领军人才

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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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5年本集团将加强成本管控，结构性的大幅度降低原材料、人力

成本和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平稳渡过行业的冬天。

相比竞争对手，本集团拥有全面覆盖的市场网络、覆盖油气田开采全

过程的产品线，将继续实施市场全覆盖和产品全覆盖的战略，抓住困

难中的市场机会。并将凭借自身的相对成本、技术和品牌优势，以及

一体化服务模式的优势，在市场环境恢复时抢占先机。



面对严峻形势，将迅速做出应对措施，加强成本管控，同
时发挥自身优势，保持市场份额，开拓新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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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人民币百万元) 2014 2013

收入 2,071.2 2,533.5 

营业成本 (1,425.8) (1,411.0)

毛利 645.4 1,122.5 

其他收益 (1.8) 20.0 

销售费用 (190.9) (173.1)

管理费用 (361.2) (299.8)

研究开发费用 (37.6) (64.4)

营业税和附加费 (16.0) (32.8)

经营利润 38.0 572.4 

财务费用，净额 (178.5) (72.7)

应占共同控制实体亏损 (19.1) (9.7)

除所得税前利润 (159.6) 490.0 

所得税费用 (31.3) (86.8)

本期间利润 (190.8) 403.1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 (198.2) 382.6 

非控股权益 7.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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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资产负债表

人民币百万元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物业、厂房及设备 2,293.4 1,601.7 

土地使用权 61.0 22.0 

无形资产 392.4 375.4 

合营公司投资 5.0 16.8 

其他非流动资产 88.6 6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3 25.0 

存货 709.7 540.7 

应收贸易账款及应收票据 1,588.2 1,332.3 

预付款项及其他应收款项 455.5 191.3 

受限制银行存款 72.3 32.4 

初始存期超过三个月的定期存款 8.0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759.8 1,770.2 

资产总计 6,491.2 5,967.9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权益 2,053.9 2,282.7 

非控股权益 94.9 92.6 

权益总计 2,148.8 2,375.3 

非流动负债 1,700.5 1,984.3 

流动负债 2,641.9 1,608.3 

负债总计 4,342.4 3,592.6 

权益及负债总计 6,491.2 5,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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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现金流量表

截至12月31日止 (人民币百万元) 2014 2013

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净额 (619.9) 378.5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净额 (575.6) (808.7)

融资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净额 193.1 1,694.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 (1,002.5) 1,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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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17.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759.8 1,7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