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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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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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3月 31日止

三個月之季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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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

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

任。 

1.2 本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 本公司負責人陳錫坤先生、總經理袁建強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程中義先生及會

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裴德芳先生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

完整。 

1.4 本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財務報告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及未經審計。 

二、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財務資料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減(%) 

總資產 61,610,851 61,091,195 0.9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資產 

7,001,848 6,722,866 4.1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報告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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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477 

 

-1,184,219 不適用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14,599,813 12,868,009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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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虧損以“－”號

填列） 

165,646 -182,308 不適用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

利潤（虧損以“－”號填

列） 

130,487 -215,842 不適用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 

2.4 -2.70 增加 5.1 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01 不適用 

稀釋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01 不適用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适用 □不适用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2,229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

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

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15,086 

 

債務重組損益 12,120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11,213 

 

所得稅影響額 -5,489 

合計 3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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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

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116,983 

其中 H股股東人數 338 戶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條件股

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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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727,896,364 56.51 0 無 0 國有法人 

香港中央結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
2
 

5,402,024,694 28.46 0 無 0 境外法人 

中國中信有限公司 1,035,000,000 5.45 0 無 0 國有法人 

東海基金-興業銀

行-華鑫信託-慧智

投資 49 號結構化

集合資金信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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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 

66,666,666 0.35 0 無 0 其他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

公司
3
 

53,036,641 0.28 0 無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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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 

37,599,799 0.20 0 無 0 
境內非國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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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3,148,854 0.12 0 無 0 其他 

上海同能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11,516,200 0.06 0 無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安徽陽光信通電子

科技有限公司
 

11,200,000 0.06 0 無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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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7,896,364 
人民幣

普通股 
10,727,896,364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5,402,024,694 

境外上

市外資

股 

5,402,024,694 

中國中信有限公司 1,035,000,000 
人民幣

普通股 
1,0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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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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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 

66,666,666 
人民幣

普通股 
66,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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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53,036,641 
人民幣

普通股 
53,036,641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 
37,599,799 

人民幣

普通股 
37,59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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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普通股 
23,148,854 

上海同能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11,516,200 
人民幣

普通股 
11,516,200 

安徽陽光信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11,200,000 
人民幣

普通股 
1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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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號

結構化集合資金信託計劃及東海基金-興業銀行-

華鑫信託-慧智投資 47 號結構化集合資金信託計

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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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

的說明 

本公司未發行優先股 

注：1、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通過境外全資附屬公司中國石化盛駿國際投資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 2,595,786,987 股 H 股，該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持有的股份總數中。 

2、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以代理人身份代其他公司或個人股東持有本公司 H股股票。 

3、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名義持

有人持有香港聯交所投資者投資的上海證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 

4、代表本公司管理層齊心共贏計劃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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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

持股情況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項目 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 

人民幣千元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幣千元 

變化 

% 

變化主要原因 

存貨 1,389,212 1,033,678 34.4 主要是未完工勞務項目增加所致 

合同負債 2,117,574 3,024,461 -30.0 

主要是隨著工程施工進度的推進及

履約義務的履行，合同負債減少所

致 

應交稅費 443,076 724,389 -38.8 
主要是應交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減

少所致 

長期應付

款 
53,099 26,812 98.0 主要是收到安保基金返還所致 

專項儲備 371,859 258,523 43.8 
主要是收入增加，計提金額大於支

出金額所致 

 

項目 截至 3月 31 日止期間 變化 

% 

變化主要原因 

2021 年 

人民幣千元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研發費用 85,824 167,581 -48.8 
主要是內部改革重組研發項目

安排晚于上年同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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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減值

損失（損

失以“-”號

填列） 

18,343 883 1977.3 
主要是收回應收款項轉回的壞

賬準備高於上年同期所致 

資產處置

收益 
2,229 214 941.6 主要是處置海洋工作船所致 

營業外收

入 
13,478 3,952 241.0 

主要是無需支付的應付款項和

違約賠償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營業外支

出 
2,265 4,433 -48.9 主要是捐贈支出同比減少所致 

經營活動

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

額 

-385,477 
-

1,184,219 
不適用 

主要是本期銷售收款增加經營

活動現金改善所致 

投資活動

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

額 

-46,930 -149,791 不適用 
主要是設備購置支出同比減少

所致 

籌資活動

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

額 

493,225 1,654,034 -70.2 
主要是貸款增長規模同比下降

所致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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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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變

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稱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陳錫坤先生  

日期 2021年 4月 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任董事為陳錫坤#、袁建強#、路保平+、樊中海+、魏然+、周

美雲+、陳衛東*、董秀成*、鄭衛軍*、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四、 附录 

4.1 財務報表 

合併資產負債表 

2021年 3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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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1,607,539 1,551,458 

應收票據 0  0 

應收賬款 7,943,065 9,35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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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款項融資 1,088,314 1,323,425 

預付款項 456,620 441,654 

其他應收款 2,515,995 2,464,362 

其中：應收利息    

應收股利 502 502 

存貨 1,389,212 1,033,678 

合同資產 14,391,180 11,610,888 

持有待售資產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 2,080,229 1,995,808 

流動資產合計 31,472,154 29,779,658 

非流動資產：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42,666 43,046 

其他權益工具投資 22,835 22,835 

固定資產 22,216,414 22,939,838 

在建工程 255,015 284,292 

使用權資產 1,265,066 1,265,583 

無形資產 480,257 504,966 

長期待攤費用 5,460,692 5,855,143 

遞延所得稅資產 395,752 395,834 

其他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合計 30,138,697 31,311,537 

資產總計 61,610,851 61,091,195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20,136,106 19,370,520 

應付票據 8,022,904 6,305,228 

應付帳款 18,895,687 20,49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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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收款項    

合同負債 2,117,574 3,024,461 

應付職工薪酬 522,687 498,071 

應交稅費 443,076 724,389 

其他應付款 2,169,923 1,675,104 

其中：應付利息 1,612 17,458 

應付股利    

持有待售負債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363,757 356,747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合計 52,671,714 52,452,029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584,846 580,716 

租賃負債 897,949 898,469 

長期應付款 53,099 26,812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預計負債 373,427 382,646 

遞延收益 14,497 14,186 

遞延所得稅負債 13,471 13,471 

其他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1,937,289 1,916,300 

負債合計 54,609,003 54,368,329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18,984,340 18,984,340 

資本公積 11,717,773 11,717,773 

其他綜合收益 -2,014 -2,014 

專項儲備 371,859 258,523 

盈餘公積 200,383 20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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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潤 -24,270,493 -24,436,139 

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權益

（或股東權益）合計 
7,001,848 

6,722,866 

少數股東權益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

益）合計 
7,001,848 

6,722,866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

股東權益）總計 
61,610,851 

61,091,195 

公司負責人：陳錫坤先生  總經理：袁建強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程中義先生 會計

機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 

母公司資產負債表 

2021年 3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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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157 159 

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應收款項融資    

預付款項    

其他應收款 4,383,081 4,396,431 

其中：應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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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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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動資產 167 167 

流動資產合計 4,383,405 4,396,757 

非流動資產：    

長期應收款    

長期股權投資 27,891,662 27,891,662 

固定資產    

在建工程    

使用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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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91,662 

資產總計 32,275,067 32,288,419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應付票據    

應付帳款 11,800 11,800 

預收款項    

合同負債    

應付職工薪酬    

應交稅費 26,690 26,661 

其他應付款 148 13,306 

其中：應付利息    

應付股利    

持有待售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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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合計 38,638 51,767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租賃負債    

長期應付款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預計負債    

遞延收益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0 0 

負債合計 38,638 51,767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實收資本（或股本） 18,984,340 18,984,340 

資本公積 14,568,016 14,568,016 

其他綜合收益    

專項儲備    

盈餘公積 200,383 200,383 

未分配利潤 -1,516,310 -1,516,087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

益）合計 
32,236,429 

32,236,652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或

股東權益）總計 
32,275,067 

32,288,419 

公司負責人：陳錫坤先生 總經理：袁建強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程中義先生 會計機

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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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2021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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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一、營業總收入 14,599,813 12,868,009 

其中：營業收入 14,599,813 12,868,009 

二、營業總成本 14,501,612 13,095,775 

其中：營業成本 13,759,222 12,228,462 

稅金及附加 50,429 45,382 

銷售費用 16,374 13,020 

管理費用 414,589 422,271 

研發費用 85,824 167,581 

財務費用 175,174 219,059 

其中：利息費用 162,021 229,533 

利息收入 9,034 2,924 

加：其他收益 48,339 61,436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

列） 
11,740 

14,825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

的投資收益 
-380 

-589 

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

資產終止確認收益 
12,120 

15,414 

匯兌收益（損失以“－”號填

列）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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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減值損失（損失以“-”號

填列） 
18,343 883 

資產減值損失（損失以“-”號

填列） 
27 36 

資產處置收益（損失以“－”號

填列） 
2,229 

214 

三、營業利潤（虧損以“－”號填列） 178,879 -150,372 

加：營業外收入 13,478 3,952 

減：營業外支出 2,265 4,433 

四、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號

填列） 
190,092 

-150,853 

減：所得稅費用 24,446 31,455 

五、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

列） 
165,646 

-182,308 

（一）按經營持續性分類 

1.持續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

“－”號填列） 
165,646 

-18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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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淨虧損以“-”號填列） 
165,646 

-182,308 

2.少數股東損益（淨虧損以“-”

號填列） 
  

 

六、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0 0 

（二）歸屬于少數股東的其他綜合

收益的稅後淨額 

  

七、綜合收益總額 165,646 -18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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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

收益總額 
165,646 

-182,308 

（二）歸屬于少數股東的綜合收益

總額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二）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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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負責人：陳錫坤先生 總經理：袁建強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程中義先生 會計

機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 

母公司利潤表 

2021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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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一、營業收入   

減：營業成本    

稅金及附加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221 131 

研發費用    

財務費用 2 1 

其中：利息費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資收益（損失以“－”號填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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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

的投資收益 
  

 

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

資產終止確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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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減值損失（損失以“-”號

填列） 
  

 

資產減值損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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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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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132 

減：所得稅費用    

四、淨利潤（淨虧損以“－”號填列） -223 -132 

（一）持續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

“－”號填列） 
-223 

-132 

（二）終止經營淨利潤（淨虧損以

“－”號填列） 
  

 

五、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0  0 

六、綜合收益總額 -223 -132 

七、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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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公司負責人：陳錫坤先生 總經理：袁建強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程中義先生 會計機

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 

 

合併現金流量表 

2021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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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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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5,420 

9,332,441 

收到的稅費返還 57,415 55 

收到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

金 
3,081,251 

2,937,129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3,594,086 12,269,625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

金 
8,385,505 

8,050,804 

支付給職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

金 
2,739,232 

2,907,557 

支付的各項稅費 322,109 250,890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

金 
2,532,717 

2,244,593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3,979,563 13,453,844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385,477 

-1,184,219 

二、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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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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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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8,519 29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

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 
55,449 

149,811 

投資支付的現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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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55,449 149,82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46,930 

-149,791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數股東投

資收到的現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12,756,356 14,299,046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

金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2,756,356 14,299,046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12,004,873 12,33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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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

付的現金 
148,976 

211,705 

其中：子公司支付給少數股東

的股利、利潤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關的現

金 
109,282 

94,192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2,263,131 12,645,012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493,225 

1,654,034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的影響 
23,369 

111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84,187 320,135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

額 
1,523,352 

1,650,732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607,539 1,970,867 

公司負責人：陳錫坤先生 總經理：袁建強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程中義先生 會計

機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 

母公司現金流量表 

2021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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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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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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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0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

金 
  

 

支付給職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

金 
  

 

支付的各項稅費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

金 
2 

7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2 7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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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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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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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三、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投資收到的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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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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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四、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的影響 
  

 

五、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2 -7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

額 
159 

170 

六、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57 163 

公司負責人：陳錫坤先生 總經理：袁建強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程中義先生 會計機

構負責人：裴德芳先生 

4.2 2021年起首次執行新租賃準則調整首次執行當年年初財務報表相關情況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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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21年起首次執行新租賃準則追溯調整前期比較資料的說明 

□适用 √不适用  

4.4 審計報告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