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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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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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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李云贵 因其他公务未能现场出席 张武奎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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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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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10-84528003 010-8452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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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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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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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28,903,349.62 29,701,001,389.43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687,718,651.83 18,480,641,750.28 1.1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8,939,856.42 611,591,452.09 87.86 

营业收入 13,436,573,553.86 13,874,174,786.00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2,541,071.83 672,147,238.74 -1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7,636,286.14 550,166,167.26 -1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34 4.85 减少1.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44 0.0810 -32.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44 0.0810 -32.8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3,900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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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9.84 8,116,016,667 8,116,016,667 无 0 

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81 183,983,333 183,983,333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1 21,384,988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

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8 18,119,066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中证央企创新驱

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7 17,110,200 0 无 0 

蒋春生 境内自然人 0.16 16,756,400 0 无 0 

郑创华 境内自然人 0.13 12,751,500 0 无 0 

王梅荣 境内自然人 0.12 12,396,346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中证央企创

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09 9,105,600 0 无 0 

舒涛 境内自然人 0.06 6,380,471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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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油价超低位震荡、全球经济承压向下等多重因素叠加影

响，能源服务行业遭受很大冲击，公司的生产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考验。按照年度总

体工作部署，上半年公司切实加强科学管理、精细管理，着力提质降本增效，持续深化改革创新，

积极抢抓复工复产市场机遇，扎实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生产经营保持平

稳。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34.3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3 亿元，分

别同比下降 3.15%和 17.79%。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98.2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86.88 亿元，较年初分别增长 0.43%、1.12%。 

（一）受益于上游公司增储上产，业务量增长明显 

疫情及低油价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经营压力超预期。尽管如此，公司没有丝

毫懈怠，经营上表现出非常强的韧劲。能源技术服务板块抓住上游油公司增加勘探开发支出的有

利时机，加大资源配置，抓住机遇扩大市场范围，工作量平均增长 19.75%，其中监督技术、油田

工具服务、化学药剂产品产业工作量同比分别增长 18.65%、21.08%、43.47%；FPSO 生产技术服

务板块工作量整体较为稳定，FPSO 作业天数 1,426 天，日历天使用率 97.94%；能源物流服务板

块海上油品及大宗料供应量同比增长 18.04%，LPG 液化石油气贸易量同比增长 14.18%；安全环

保与节能板块整体受疫情影响明显，涂料销量下降 12.17%、工业气体下降 22.75 %。 

（二）压实责任，精益管理，应对低油价挑战取得积极成效 

面对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的严峻形势，按照公司提质增效专项行动的部署和要求，公司上

下牢固树立过“紧日子”“苦日子”的思想，坚持“一切成本皆可控”的理念，多措并举挖掘降

本潜力。一是成本管控效果良好。公司加强成本管理，按照月度“清目标”“清措施”“清效果”

的“三清”原则，上半年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分别同比下降 3.17%、

13.22%、18.19%、72.20%。二是技术创新成果应用成效显现。公司在研智能注采技术、产出液高

效处理技术等重大攻关项目，边研究边转化应用带动收益 1.93 亿元。 

（三）深化改革，释放活力，重点改革任务纵深推进 

按照公司深化改革的部署和要求，突出解决重点问题，各项改革工作协调推进。一是所属安

技服公司“双百行动”计划积极推进，完成全员薪酬套改，增加科研技术序列和市场营销序列。

二是所属常州院和天津院成功入选“科改示范行动”。三是公司大力度推进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和

组织绩效评价，推动下属 3 家科技型企业实施岗位分红激励机制，近 200 名员工享受到科技创新

收益，兑现岗位分红激励近 400 万元。 



（四）科技引领，创新驱动，核心技术能力建设步伐加快 

瞄准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积极推进创新体系建设，强化创新驱动势能，有力支撑公司高质

量发展。一是技术创新成果显著。天津院联合外部单位共同开发的全球首套柴油吸附分离技术实

现成功应用，对推动我国炼化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传统业务数字化转型价值初显。

公司层面初步完成大数据平台建设，成立相匹配的数字化运营中心，数字化转型全面铺开。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

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 

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 

2020 年 1 月 1 日 

合并 母公司 

将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

的已完工未结算、应收

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资

产，将已结算未完工相

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

合同负债。 

经 第 四 届

董 事 会 第

九 次 会 议

审议批准 

应收账款 -1,086,806,491.69  

合同资产 1,086,806,491.69  

预收款项 -39,700,298.01  

合同负债 45,715,218.20 4,884,128.39 

递延收益 -22,560,233.33 -20,070,912.38 

其他非流动负债 16,545,313.14 15,186,783.99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 1-6 月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

（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

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资产 -1,788,631,245.93  

应收账款 1,788,631,245.93  

合同负债 -202,918,860.91  

预收款项 204,839,358.30 789,705.59 

递延收益 -17,281,252.12 -14,791,931.17 

其他非流动负债 15,360,754.73 14,002,225.58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

下简称“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

解释第 13 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

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



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

号），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

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

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定。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

10 号），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

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

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