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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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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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工程 600339 
天利高新、G天利、*ST天利、 

*ST油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国锋 唐涛 

电话 010-59983451 010-59983451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9号中国

石油大厦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9号中国

石油大厦 

电子信箱 yuguofeng@cpec.com.cn tangtac@cp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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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99,288,447.01 91,247,825,048.69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2,853,271,910.62 22,734,035,638.35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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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6,620,773.22 -4,928,606,999.2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1,391,591,596.05 19,019,671,622.46 1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8,736,976.37 574,878,500.94 -7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5,653,589.35 522,947,930.48 -81.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52 2.64 减少2.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13 0.1061 -79.9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13 0.1061 -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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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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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54.29 3,030,966,809 3,030,966,809 无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

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7.91 1,000,000,000 1,000,000,000 无  

新疆天利石化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

法人 
1.85 103,234,999 0 质押 14,0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志道定增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74 97,409,983 0 未知  

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1.74 97,402,597 0 未知  

新疆独山子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1.69 94,471,638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未知 1.04 58,176,060 0 未知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产品 
未知 0.87 48,703,937 0 未知  

诺安基金－兴业证券－南

京双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0.87 48,702,386 0 未知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

－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恒宇天泽盈－

赢二号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0.87 48,698,928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新疆独山子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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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中油工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发展理念的开局之年，也是公司强身健体

夯实效益基础的关键之年，随着全球石油公司资本性支出恢复性增长，公司所处油气工程建设行业

总体处于恢复发展阶段，同时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公司上下按照董事会总体工作部署，

扎实推进深化改革、不断优化管控模式、持续完善市场布局、全面落实提质增效，上半年各项工作

取得积极进展，公司治理日益规范，重点工程进展顺利，科技创新多点突破，信息化建设稳步开展，

安全环保全面受控，党的建设成效显著，为今后的稳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截止报告期末，公司

总资产 964.9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8.53 亿元，资产负债率 76.32%。 

上半年，公司新签生效项目 2490 个，新签合同额 250.90 亿元，其中海外市场合同额 49.51 亿

元、占比 19.73%，油气田地面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52.80亿元，管道与储运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54.93

亿元，炼油与化工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 92.19亿元，环境工程、项目管理及其他业务新签合同额 50.98

亿元。截止 6 月底，已中标未签合同额 116.5 亿元，已签订未生效合同额 89.2 亿元。2018 年上半

年新签合同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公司上年同期集中在海外市场新签了阿穆尔天然气

处理厂非专利装置标段等金额较大的合同，今年海外新签合同额较少所致。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3.92 亿元，同比增长 12.47%，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与上年同期相



比完成的工作量增加。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12.56 亿元，同比增长 12.42%，其中：油气田地面

工程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2.31亿元，同比增长 33.54%；管道与储运工程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5.52亿元，同比下降 26.98%；炼油与化工工程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2.70亿元，同比增长 47.77%；

环境工程、项目管理及其他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03亿元，同比增长 45.66%。 

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 亿元，同比下降 79.35%，下降的主要原因包

括：一是报告期内，公司 2016 年左右签订的部分合同处于执行高峰期，彼时受国际油价的影响，业

主投资意愿未根本性改善，加之工程建设市场竞争激烈，签订的合同毛利率水平较低，致使本报告

期内在执行的部分合同毛利减少，公司毛利率为 7.33%，同比下降 3.54个百分点。其中：油气田地

面工程业务毛利率 6.97%，同比下降 2.44 个百分点；管道与储运工程业务毛利率 5.56%，同比下降

3.78个百分点；炼油与化工工程业务毛利率 8.03%，同比下降 7.47个百分点。二是受所得税费用特

别是境外部分国家所得税费用同比大幅增加的影响，本报告期内，公司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1.75亿

元，增长 80.24%。（具体情况详见第十节、七、61.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和第十节、七、73.所得税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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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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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