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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有關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3)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報告 

 

本公告由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 (2)(a)條規定及上海證券

交易所相關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 2018年 9 月 30

日止之第三季度業績。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所載資料

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

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1.2 本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財務報告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及未經審計。 

 

1.3 本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孫清德先生，總會計師李天先生及會計機構負責人

裴德芳先生聲明：保證季度報告中的財務報告真實和完整。 

 

§2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資料（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及未經審計）  

 

 
本報告期末 

人民幣千元 

上年度末 

人民幣千元 

本報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60,720,791 61,942,629 -2.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淨資產 

6,208,700 -2,102,62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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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報告期末 

人民幣千元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人民幣千元 

比上年同期增減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使用以

“-”號填列） 

-3,043,798 -2,376,958 不適用 

 年初至報告期末 

人民幣千元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人民幣千元 
比上年同期增減

（%） 
 

營業收入 37,181,137 30,026,964 23.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虧損以

“-”號填列） 

439,974 -3,306,005 不適用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的淨利潤（虧損

以“-”號填列） 

2,033 -3,340,431 不適用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

益率（%） 
8.97 

-48.69 增加 57.7 個百分

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虧損以“-”號

填列） 

0.024 

-0.234 

不適用 

稀釋每股收益（元 /

股）（虧損以“-”號

填列） 

0.024 

-0.234 

不適用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适用 □不适用  

 

項目 

本期金額 

（2018年 7-9月） 

人民幣千元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金額 

（2018年 1-9 月）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8,143 -7,248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 7,721 392,240 

債務重組損益 18,150 165,480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

和支出 

30,503 28,562 

所得稅影響額 -10,776 -141,093 

合計 37,455 437,941 

 

2.2 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表 

單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0,459 

其中 H股股东人数 340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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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名稱 

（全稱） 

期末持股數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中國石油化工

集團有限公司 

10,727,896,

364 

56.51 1,503,568,70

2 
無 

0 國有法人 

香港中央結算

（代理人）有

限公司 

5,401,964,9

78 

28.45 2,595,786,98

7 無 

0 境外法人 

中國中信有限

公司 

1,035,000,0

00 

5.45 0 
無 

0 國有法人 

迪瑞資產管理

（杭州）有限

公司 

133,333,333 0.70 0 

質押 

133,333,300 其他 

東海基金 -興

業銀行 -華鑫

信託 -慧智投

資 49 號結構

化集合資金信

託計畫 

66,666,666 0.35 0 

無 

0 其他 

東海基金－興

業銀行－華鑫

信託－慧智投

資 47 號結構

化集合資金信

託計畫 

66,666,666 0.35 0 

無 

0 其他 

長江養老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長江盛世華

章集合型團體

養老保障管理

產品進取增利

2 號組合 

23,148,854 0.12 23,148,854 

無 

0 其他 

華安基金 -興

業銀行 -中國

對外經濟貿易

信託有限公司 

13,333,300 0.07 0 

無 

0 其他 

深圳市永泰投

資有限公司 

10,000,000 0.05 0 
無 

0 境內非國

有法人 

蔡惜蓮 6,680,000 0.04 0 
無 

0 境內自然

人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數

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9,224,327,662 人民幣普通股 9,224,32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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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2,806,177,991 
境外上市外資股 

2,806,177,991 

中國中信有限公司 1,035,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1,035,000,000 

迪瑞資產管理（杭州）有限

公司 

133,333,333 
人民幣普通股 

133,333,333 

東海基金－興業銀行-華鑫

信託-慧智投資 49 號結構化

集合資金信託計畫 

66,666,666 

人民幣普通股 

66,666,666 

東海基金－興業銀行－華鑫

信託－慧智投資 47號結構化

集合資金信託計畫 

66,666,666 

人民幣普通股 

66,666,666 

華安基金-興業銀行-中國對

外經濟貿易信託有限公司 

13,333,300 
人民幣普通股 

13,333,300 

深圳市永泰投資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10,000,000 

蔡惜蓮 6,680,000 人民幣普通股 6,680,000 

胡旭倉 6,200,189 人民幣普通股 6,200,189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

動的說明 

除東海基金-興業銀行-華鑫信託-慧智投資 47 號結構化集合資金信

託計畫和東海基金-興業銀行-華鑫信託-慧智投資 49 號結構化集合

資金信託計畫同屬東海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外，本公司未知上述

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屬一致行動人 

 

§3 重要事項 

3.1 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數據節錄自按中國企

業會計準則編制之財務報表）(未經審計) 

√适用   □不適用 

 

項目 於 2018 年 

9 月 30 日 

人民幣千元 

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幣千元 

變化 

% 

變化主要原因 

預付款項 721,402 424,731 69.8 主要是工程施工備料增加 

存貨 2,439,254 1,344,434 81.4 
主要是 2018 年新開工項目增加所

致 

合同資產 10,052,114 6,458,640 55.6 
主要是 2018 年新開工專案結算進

度滯後施工進度所致。 

一年內到期的

非流動資產 
101,865 0 不適用 

主要是一年內到期的長期應收款

增加 

其他流動資產 1,206,643 885,473 36.3 主要是增值稅留抵稅金增加 

長期應收款 - 233,061 不適用 
主要是轉為一年內到期的長期應

收款所致 

其他應付款 2,506,422 6,370,386 -60.7 主要是支付欠款所致 

一年內到期的

非流動負債 
160,614 28,844 456.8 

主要是一年內到期的應付融資租

賃款增加 

其他流動負債 47,048 11,744 300.6 主要是待轉銷項稅增加 

長期應付款 913,096 67,533 1252.1 主要是應付融資租賃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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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18,984,340 14,142,661 34.2 
主要是 2018 年 1 月份完成非公開

發行股份所致 

資本公積 11,702,532 8,907,868 31.4 
主要是 2018 年 1 月份完成非公開

發行股份產生股本溢價所致 

專項儲備 437,488 202,477 116.1 主要是計提安全生產費用所致 

歸屬于母公司

所有者權益合

計 

6,208,700 -2,102,628 不適用 
主要是 2018 年 1 月份完成非公開

發行股份以及1至9月份盈利所致 

     

 

項目 截至 9月 30日止九個月期間 變化 

% 

變化主要原因 

2018 年 

人民幣千元 

2017 年 

人民幣千元 

研發費用 268,744 120,270 123.5 主要是加大科研項目投入所致 

財務費用 223,609 433,261 -48.4 主要是匯兌淨收益同比增加 

信用減值損失 -122,824 284,193 不適用 
主要是一年以上應收款項預期

信用損失同比下降所致 

其他收益 528,570 146,109 261.8 
主要是收到職工分流安置政府

補助資金 

投資收益 -1,304 -12,878 不適用 主要是合營企業虧損下降 

資產處置收益 -7,248 -36,194 不適用 主要是處置固定資產損失減少 

營業外收入 234,517 115,204 103.6 主要是債務重組利得增加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適用   √不適用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

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承董事會命 

李洪海 

董事會秘書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北京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任董事為孫清德#、陳錫坤#、、路保平+、樊中海+、魏然+、姜

波*、潘颖*、陳衛東*、董秀成* 

 

+ 非执行董事 

# 执行董事 

* 獨立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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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錄 

 

合併資產負債表 

2018 年 9 月 30 日 

編制單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期末餘額 年初餘額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2,153,990 2,537,894 

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 14,366,502 18,171,083 

其中：應收票據 616,365 1,209,147 

應收賬款 13,750,137 16,961,936 

預付款項 721,402 424,731 

其他應收款 2,360,702 2,000,100 

其中：應收利息 0 0 

應收股利 188 188 

存貨 2,439,254 1,344,434 

合同資產 10,052,114 6,458,640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101,865 0 

其他流動資產 1,206,643 885,473 

流動資產合計 33,402,472 31,822,355 

非流動資產：  

長期應收款 0 233,061 

長期股權投資 205,036 207,046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24,389 24,389 

固定資產 23,386,818 25,584,153 

在建工程 250,318 237,638 

無形資產 241,889 281,534 

長期待攤費用 2,737,684 3,080,269 

遞延所得稅資產 472,185 472,184 

其他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合計 27,318,319 30,120,274 

資產總計 60,720,791 61,942,629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7,031,832 17,510,830 

應付票據及應付帳款 25,848,270 29,487,875 

預收款項   

合同負債 6,184,184 8,538,959 

應付職工薪酬 354,732 381,240 

應交稅費 756,595 1,033,201 

其他應付款 2,506,422 6,37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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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應付利息 64 10,927 

應付股利 0 0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60,614 28,844 

其他流動負債 47,048 11,744 

流動負債合計 52,889,697 63,363,079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523,782 455,826 

長期應付款 913,096 67,533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預計負債   

遞延收益 162,633 136,312 

遞延所得稅負債 22,883 23,879 

其他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1,622,394 683,550 

負債合計 54,512,091 64,046,629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18,984,340 14,142,661 

資本公積 11,702,532 8,907,868 

其他綜合收益 0 0 

專項儲備 437,488 202,477 

盈餘公積 200,383 200,383 

未分配利潤 -25,116,043 -25,556,017 

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6,208,700 -2,102,628 

少數股東權益  -1,372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合計 6,208,700 -2,104,000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總計 60,720,791 61,942,629 

法定代表人：孫清德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李天先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 

 

 

母公司資產負債表 

2018 年 9 月 30 日 

編制單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期末餘額 年初餘額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58,679 236,745 

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   

其中：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預付款項   

其他應收款 4,369,461 5,313,186 

其中：應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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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股利   

存貨   

合同資產   

持有待售資產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32 0 

流動資產合計 4,428,172 5,549,931 

非流動資產：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27,891,662 20,215,327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   

固定資產   

在建工程   

無形資產   

開發支出   

商譽   

長期待攤費用   

遞延所得稅資產   

其他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合計 27,891,662 20,215,327 

資產總計 32,319,834 25,765,258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應付票據及應付帳款   

預收款項   

合同負債   

應付職工薪酬   

應交稅費 26,331 26,231 

其他應付款 7,460 1,127,163 

其中：應付利息   

應付股利   

持有待售負債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合計 33,791 1,153,394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長期應付款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預計負債   

遞延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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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合計 33,791 1,153,394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18,984,340 14,142,661 

資本公積 14,561,006 11,764,970 

其他綜合收益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200,383 200,383 

未分配利潤 -1,459,686 -1,496,150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合計 32,286,043 24,611,864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總計 32,319,834 25,765,258 

法定代表人：孫清德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李天先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 

 

合併利潤表 

2018 年 1—9 月 

編制單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本期金額 

（7-9 月） 

上期金額 

（7-9 月） 

年初至報告

期   期末金

額 （1-9 月） 

上年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

金額（1-9 月） 

一、營業總收入 13,528,135 10,184,646 37,181,137 30,026,964 

其中：營業收入 13,528,135 10,184,646 37,181,137 30,026,964 

二、營業總成本 13,463,986 11,168,802 37,227,085 33,247,320 

其中：營業成本 12,635,125 10,075,030 34,893,173 29,943,394 

稅金及附加 65,375 68,931 182,943 240,478 

銷售費用 14,811 12,861 38,342 34,231 

管理費用 661,086 757,570 1,743,098 2,191,493 

研發費用 28,548 69,132 268,744 120,270 

財務費用 59,985 185,278 223,609 433,261 

其中：利息費用 173,290 186,158 456,754 465,064 

利息收入 28,805 2,503 63,919 10,896 

資產減值損失     

信用減值損失 -944 0 -122,824 284,193 

加：其他收益 12,721 13,269 528,570 146,109 

投資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1,665 0 -1,304 -12,878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

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1,665 0 -1,304 -12,945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損失以“－”號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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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處置收益（損失

以“－”號填列） 

-8,143 -3,220 -7,248 -36,194 

匯兌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三、營業利潤（虧損以“－”

號填列） 

70,392 -974,107 474,070 -3,123,319 

加：營業外收入 67,805 26,504 234,517 115,204 

減：營業外支出 19,151 7,701 40,475 33,175 

四、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

“－”號填列） 

119,046 -955,304 668,112 -3,041,290 

減：所得稅費用 80,021 65,345 228,138 264,715 

五、淨利潤（淨虧損以“－”

號填列） 

39,025 -1,020,649 439,974 -3,306,005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1.持續經營淨利潤（淨

虧損以“－”號填列） 

39,025 -1,020,649 439,974 -3,306,005 

2.終止經營淨利潤（淨

虧損以“－”號填列） 

    

（二）按所有權歸屬分類     

1.歸屬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淨利潤 

39,025 -1,020,649 439,974 -3,306,005 

2.少數股東損益    0 

六、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

額 

0 0 0 0 

歸屬于少數股東的其他綜

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0 0 0 0 

七、綜合收益總額 39,025 -1,020,649 439,974 -3,306,005 

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綜

合收益總額 

39,025 -1,020,649 439,974 -3,306,005 

歸屬于少數股東的綜合收

益總額 

0 0 0 0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2 -0.072 0.024 -0.234 

（二）稀釋每股收益(元/

股) 

0.002 -0.072 0.024 -0.234 

本期發生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的，被合併方在合併前實現的淨利潤為：0 元, 上期被合併方

實現的淨利潤為： 0 元。 

法定代表人：孫清德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李天先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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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利潤表 

2018 年 1—9 月 

編制單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本期金額 

（7-9 月） 

上期金額 

（7-9 月） 

年初至報告

期期末金額 

（1-9 月） 

上年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

金額 

（1-9 月） 

一、營業收入     

減：營業成本     

稅金及附加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1,029 1,141 3,457 23,640 

研發費用     

財務費用 -345 -770 -39,921 -3,805 

其中：利息費用     

利息收入 1,301 770 1,301 3,808 

資產減值損失     

信用減值損失     

加：其他收益     

投資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

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淨敞口套期收益（損

失以“-”號填列）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損失以“－”號填列） 

    

資產處置收益（損失

以“－”號填列） 

    

二、營業利潤（虧損以“－”

號填列） 

-684 -371 36,464 -19,835 

加：營業外收入     

減：營業外支出     

三、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

“－”號填列） 

-684 -371 36,464 -19,835 

減：所得稅費用     

四、淨利潤（淨虧損以“－”

號填列） 

-684 -371 36,464 -19,835 

（一）持續經營淨利潤（淨

虧損以“－”號填列） 

-684 -371 36,464 -19,835 

（二）終止經營淨利潤（淨

虧損以“－”號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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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

額 

0 0 0 0 

六、綜合收益總額 -684 -371 36,464 -19,835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法定代表人：孫清德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李天先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 

 

 

合併現金流量表 

2018 年 1—9 月 

編制單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金額 

（1-9 月） 

上年年初至報告期期末

金額（1-9 月）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26,188,713 23,494,806 

收到的稅費返還 88,254 56,587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9,241,828 8,537,339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5,518,795 32,088,732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22,054,678 19,210,646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8,996,720 7,579,179 

支付的各項稅費 899,175 1,337,759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6,612,020 6,338,106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48,562,593 34,465,69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043,798 -2,376,958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0 0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706 367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收回的現金淨額 

3,847 2,614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9 320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572 3,301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支付的現金 

402,645 540,063 

投資支付的現金 0 0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0 43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402,645 540,106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98,073 -536,805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7,639,698 0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24,968,942 33,03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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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0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32,608,640 33,037,761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25,600,294 29,929,290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

金 

449,351 533,587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3,742,758 19,200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9,792,403 30,482,077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816,237 2,555,684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

響 

241,727 -69,088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383,907 -427,167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523,356 2,446,923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139,449 2,019,756 

 

法定代表人：孫清德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李天先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 

 

 

母公司現金流量表 

2018 年 1—9 月 

編制單位：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金額 

（1-9 月） 

上年年初至報告期期末

金額（1-9 月） 

一、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   

收到的稅費返還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1,121,738 4,008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121,738 4,008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   

支付的各項稅費  0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 7,901,458 144,857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7,901,458 144,857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6,779,720 -140,849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金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收回的現金淨額 

  

處置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收到的

現金淨額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 14 -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

資產支付的現金 

  

投資支付的現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營業單位支付的

現金淨額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0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0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7,639,698 0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7,639,698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

金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金 1,120,283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120,283 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6,519,415 0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

響 

82,239 0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78,066 -140,849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36,745 382,997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58,679 242,148 

法定代表人：孫清德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李天先生  會計機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