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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2021年末总股本10,165,104,19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5元（

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本次共需派发现金股利约5.59亿元，占2021年度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43.56%，未分配的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

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油发展 60096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振鹰 蔡建鑫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6号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

6号 

电话 010-84528003 010-84528003 

电子信箱 sh_cenertech@cnooc.com.cn sh_cenertech@cnoo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证

监会公告（2012）31 号），公司所处行业为“开采辅助活动”。海洋能源开采的流程主要包括了勘

探、开发与生产三大主要环节。在海洋能源开采的各个环节中，油气公司聘请各类服务公司提供

各项专业服务，协助油气公司最终完成能源的开采和销售。公司主要为海洋能源的生产环节提供



相关专业技术服务。 

从能源消费结构看，能源消费量继续保持上升，油气仍然是全球主力能源。据公开资料显示，

预计到 2050 年，全球能源消费量持续增长，天然气将在能源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2040 年以前

化石能源主体能源的地位不会改变。传统油气行业及其服务产业仍然大有可为。 

从能源转型趋势看，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国际油气公司加快低碳转型步伐。传统油

气行业及其服务产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 

从国内政策导向看，国家政策对油气行业的战略要求不断升级。2021 年 4 月 19 日，国家能

源局发布《2021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一是强化能源供应保障基础，推动油气增储上产仍是重

要任务，加快页岩油气、致密气、煤层气等非常规资源开发；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大力度

推动油气技术攻关和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三是加快清洁低碳转型发展，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增

强清洁能源消纳能力，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2021 年 7 月 15 日，国家能源局召开 2021 年大力

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油气勘探开发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要求坚持长抓不懈，持续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和投资力度，形成各方面共同支持油气增

储上产工作的强大合力，全力推动原油稳产增产，天然气持续快速上产。2021 年 12 月 24 日，国

家能源局召开 2022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出：一要全力保障能源安全，持续提升油气勘探开发

力度，不断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强能源安全运行预测预警；二要加快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加强

政策措施保障，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三要加快推进能源科技创新，着力加强技术装备

攻关，大力开展技术和产业创新。2022 年 1 月 11 日，中海油发布了 2022 年经营策略和发展计划

概要，2022-2024 年的净产量目标分别为 6-6.1 亿桶油当量、6.4-6.5 亿桶油当量、6.8-6.9 亿桶油当

量；2022 年资本支出预算总额为 900 亿-1,000 亿元人民币，年内将有 13 个新项目投产。2022 年

1 月 14 日，中国海油发布《中国海洋能源发展报告 2021》，中国海油将大力实施增储上产攻坚工

程，国内油气生产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坚定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向海上风电、天然气

水合物等海洋能源产业链延伸，加快深远海能源产业一体化发展。同时，报告预测，2022 年，中

国海洋油气产量将不断提升，预计原油产量达到 5,760 万吨，同比上涨约 5.4%，占全国原油增量

的 80%左右，继续保持全国石油增量的领军地位；天然气产量突破200亿立方米，同比上涨约6.7%，

占全国天然气增量的 12%左右。 

从国际环境态势看，能源行业市场环境复杂态势升级，技术更新迭代升级愈发成为核心竞争

力。世界政治格局、经济秩序都在进行深度调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外部政治、经济、法律环境

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加，俄乌战争致使能源生产消费市场愈发动荡。面对复杂外部环境，技术和装

备领先已成为支撑油气专业服务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更加凸显核心竞争力，作为能源技术服务公司

更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大能源技术和核心装备攻关力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公司全面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突

出自身定位和发展方向，将公司产业优化调整为能源技术服务、低碳环保与数字化、能源物流服

务等三大产业。公司聚焦海上、陆上油气生产领域，持续提升技术服务能力，持续强化核心能力

建设，持续做好国内油气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技术服务和支持保障工作，成为以提高油气

田采收率、装备制造与运维、FPSO 一体化服务等为主导产业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能源技术

服务公司。同时，公司积极把握能源转型大势，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加快推动低

碳环保和数字化转型，成为能源行业发展绿色产业和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的生力军和主力军。 

能源技术服务产业以提供油气田生产运维技术支持保障服务为主，是公司突出发展的核心产

业，以建设完整的创新链为目标，主要提供提高采收率技术服务、钻完修技术服务、油田研究技

术服务、装备设计与制造服务、装备运维服务、油气田生产一体化服务以及 LNG 一体化服务等业

务，为油气公司的生产作业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持保障。 

低碳环保与数字化产业以践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绿色用能技术支持服务、绿色产品供应和

数字化技术服务为主，是公司加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公司重点发展安全应急、节能环保、水处理、



绿色涂料、冷能利用、数字化等技术与服务；加速培育海上风电、光伏运维等清洁能源技术服务；

加大低碳环保、数字化技术研发力度，完善产业服务链条，打造集数字化技术服务、绿色用能技

术服务和绿色产品供应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能力。 

能源物流服务产业以提供油田开发生产后勤保障支持服务为主，是公司持续做优产业，以建

设完整的供应链为目标，侧重于为海洋石油行业的生产环节和中下游领域提供支持服务，通过海

上物资供应及配餐服务为海上油气田开采提供后勤保障，通过协调服务协助石油公司海上油气外

输，通过销售服务开展油气副产品分销。 

公司以海洋石油生产技术服务为核心，积极拓展陆上非常规油气田技术服务业务，为海上及

陆地油气资源的稳产增产提供技术及装备保障。同时通过物流、销售、配餐等能源物流服务提供

全方位综合性生产及销售支持。另一方面，面对能源转型大势，以产业低碳化、数字化为抓手，

加快推动公司低碳环保和数字化产业发展。公司以技术服务支持生产，以产品带动技术服务，以

物流服务联通技术服务与产品销售，形成了综合性强、风险抵御能力强的业务竞争优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35,674,004,159.20 32,576,038,368.80 9.51 29,701,001,38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300,581,732.95 19,501,300,664.97 4.10 18,480,641,750.28 

营业收入 38,739,302,609.21 33,208,279,836.46 16.66 33,463,292,56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83,507,083.83 1,521,590,346.75 -15.65 1,233,051,27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77,022,120.34 1,303,564,277.28 -17.38 1,019,809,769.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33,528,824.73 4,142,814,183.59 -36.43 2,931,268,60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30 8.01 减少1.71个百分点 7.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63 0.1497 -15.63 0.13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63 0.1497 -15.63 0.133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548,586,949.31 9,021,271,108.40 9,930,110,009.27 13,239,334,54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8,800,114.81 484,056,614.22 639,515,890.40 -58,865,53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62,139,040.54 432,882,590.02 596,839,741.24 -114,839,251.46 



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1,664,657.08 153,769,634.38 1,001,921,722.98 1,376,172,810.2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1,6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7,48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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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116,016,667 79.84 8,116,016,667 无 0 

国有

法人 

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0 183,983,333 1.81 183,983,333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25,328,716 153,730,921 1.51 0 无 0 

境外

法人 

王海涛 28,846,178 28,846,178 0.2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童红玲 0 26,336,770 0.2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郑创华 0 12,751,500 0.13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王梅荣 0 12,546,446 0.1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425,400 11,896,360 0.12 0 无 0 其他 



杨维 -467,349 7,711,211 0.08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

司－领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交易所） 

1,361,000 7,369,200 0.07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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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87.39 亿元，同比增长 16.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4 亿元，

同比下降 15.65%。截至 2021 年末，公司总资产 356.7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3.01

亿元，资产负债率 41.09%。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