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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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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李勇、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李飞龙及财务部总经理刘振宇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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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 84,902.1 79,262.3 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百万元) 43,294.1 37,238.7 1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百万元) 1,123.7 346.6 224.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百万元) 6,749.3 5,720.1 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元) 1,410.0 1,204.3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百万元) 1,370.4 1,174.5 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3 3.67 减少 0.2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 0.27 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处置非流动资产净损失 (2,997,77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7,602,250 
计入当期损益的理财产品收益 37,174,746 
其它营业外收支净额 4,795,342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46,574,561 
所得税影响额 (6,986,184) 
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净额 39,58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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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A 股： 98,164 

H 股：22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国有法人 50.52 2,410,468,000 －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其他 37.90 1,808,273,866  －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

一户 国有法人 1.05 50,000,000 50,000,000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7 17,801,257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0.36 17,100,857 －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0.25 12,020,550 － － 
陈迅 其他 0.24 11,494,590 － － 
吴香芬 其他 0.14 6,622,460 － － 
南方富时中国 A50ETF 其他 0.12 5,735,883 －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11 5,461,975 －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2,410,4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808,273,866  境外上市外资股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801,257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17,100,857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2,020,550 人民币普通股 

陈迅 11,494,590 人民币普通股 

吴香芬 6,622,460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富时中国 A50ETF 5,735,883 人民币普通股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461,975 人民币普通股 

王华 5,446,517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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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交易平台上交易的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H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2、本公司未知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或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香港联交所网站

（http://www.hkex.com.hk）及公司网站（http://www.cosl.com.cn）发布了《中海

油服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所持

50,000,000 股限售股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可上市流通。 

 

2.3 经营业绩回顾 

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集团的作业产能进一步提升并带来明显经济效益。钻井服务业务本期

新增 1 座在东南亚作业的自升式钻井平台 COSLGift，去年投产的四座钻井平台本期产能得到有

效释放；油田技术服务业务在钻井平台数量增加的协同效应下工作量上升带动收入有所增长；

船舶服务业务、物探与工程勘察服务业务则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在钻井服务业务、油田技术服

务业务的主要带动下，集团首季度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 6,749.3 百万元，较去年同期（1-3 月）

的人民币 5,720.1 百万元增长 18.0%。净利润为人民币 1,417.7 百万元，较去年同期（1-3 月）

人民币 1,211.1 百万元增长 17.1%。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0.30 元，同比增长 11.1%。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日集团配售276,272,000股H股新股，配售价为21.30 港元，发行股份

总数达到4,771,592,000股。受此影响，一季度末集团总资产达到人民币84,902.1百万元，较年

初增长7.1%。总负债为人民币41,578.8百万元，较年初减少1.0%。股东权益则为人民币

43,323.2百万元，较年初增长16.3%。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主要业务营运资料如下表： 
 

钻井服务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变动  

    
作业日数（天） 3,061 2,898 5.6% 
自升式钻井船 2,187 2,336 (6.4%) 
半潜式钻井船 874 562 55.5% 
    

http://www.sse.com.cn/�
http://www.hkex.com.hk/index.htm�
http://www.cos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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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天使用率 98.6% 99.7% 减少 1.1 个百分点 
自升式钻井船 98.0% 100.0% 减少 2.0 个百分点 
半潜式钻井船 100.0% 98.4% 增加 1.6 个百分点 
    
日历天使用率 87.4% 94.2% 减少 6.8 个百分点 
自升式钻井船 84.1% 96.1%   减少 12.0 个百分点 
半潜式钻井船 97.1% 86.9% 增加 10.2 个百分点 

船舶服务(自有船队)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变动 

    
作业日数（天） 5,701 5,894 (3.3%) 
油田守护船 3,222 3,385 (4.8%) 
三用工作船 1,178 1,402 (16.0%) 
平台供应船 630 446 41.3% 
多用船 314 301 4.3% 
修井支持船 357 360 (0.8%) 
    
可用天使用率 98.3% 93.9% 增加 4.4 个百分点 
油田守护船 98.5% 93.2% 增加 5.3 个百分点 
三用工作船 97.4% 94.2% 增加 3.2 个百分点 
平台供应船 100.0% 99.0% 增加 1.0 个百分点  
多用船 95.4% 87.4% 增加 8.0 个百分点  
修井支持船 99.4% 100.0% 减少 0.6 个百分点 
    
日历天使用率 91.8% 93.1% 减少 1.3 个百分点 
油田守护船 91.8% 93.2% 减少 1.4 个百分点 
三用工作船 87.3% 91.6% 减少 4.3 个百分点 
平台供应船 100.0% 99.0% 增加 1.0 个百分点 
多用船 87.2% 83.8% 增加 3.4 个百分点 
修井支持船 99.2% 100.0% 减少 0.8 个百分点 

物探与勘察服务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截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变动(%) 

二维    
采集（公里） 4,037 6,002 (32.7%) 
资料处理（公里）                    - 4,966 (100.0%) 
三维     

采集（平方公里） 4,690 5,635 (16.8%) 

其中：海底电缆（平方公里） 236 71 232.4% 

数据处理（平方公里） 5,679 3,148 80.4%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团的钻井船队作业 3,061 天，同比增加 163 天，增幅

5.6%。其中，自升式钻井平台作业 2,187 天，同比减少 149 天，主要原因是本期多座平台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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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坞修抵消了 COSLGift、勘探二号等新增产能带来的作业增量 171 天。半潜式钻井平台作业

874 天，同比增加 312 天，主要是去年新增的 NH7、COSLPromoter、NH9 本期作业增加 227

天，其他船只由于修理天数减少合计增加 85 天。 

受本期自升式钻井平台修理天数较多影响钻井平台的可用天使用率同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

日历天使用率同比下降 6.8 个百分点。 

集团的 2 条生活平台由于其中 1 条到期检修使得作业天数同比减少 53 天，日历天使用率下

降至 70.6%。在墨西哥湾作业的 4 套模块钻机本期作业 358 天同比增加 10 天，日历天使用率上

升至 99.4%。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团船舶板块的自有船队共作业 5,701 天，同比减少 193 天，

主要原因是去年报废了 5 条船只减少了作业量 360 天，去年新增的海洋石油 611、海洋石油

612 本期作业增加 180 天，其他船只合计减少作业 13 天。外租船舶则运营 4,086 天，同比增加

472 天。 

油田技术服务业务在钻井平台数量增加的协同效应下，依托高科技技术应用，主要业务线作

业量有所上涨，进而带动总体收入进一步增加。 

物探与勘察服务方面，二维采集业务由于 BH512 东海作业受到干扰转换工区使得首季度作

业量同比减少 1,965 公里，三维采集业务由于海洋石油 718、东方明珠年初修船等原因同比减少

945 平方公里。 

资料处理业务方面，三维资料处理业务在处理方法提高的带动下作业量同比增加 2,531 平

方公里。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有关主要会计报表科目变动幅度超过 30%的原因如下： 

       1.营业税金及附加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个月，集团营业税金及附加为人民币 147.0 百万元，较

去年同期（1-3 月）的人民币 112.1 百万元增加了人民币 34.9 百万元，增幅 31.1％。主要是国

内收入规模扩大相应增加了营业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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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销售费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个月，集团销售费用为人民币 5.5 百万元，较去年同期

（1-3 月）的人民币 4.0 百万元增加了人民币 1.5 百万元，增幅 37.5％。主要是随业务发展天津

中海油服化学有限公司的运输费、包装费增加人民币 1.5 百万元。 

 

3. 财务费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个月，集团财务费用为人民币 71.9 百万元，较去年同期

（1-3 月）的人民币 115.8 百万元减少了人民币 43.9 百万元，减幅 37.9％。主要是由于汇率变

动使得本期汇兑净损失减少人民币 30.1 百万元。同时，由于偿还债务使得本期利息支出同比减

少人民币 16.0 百万元。 

 

4. 资产减值损失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个月，集团资产减值损失为人民币 1.6 百万元，较去年同

期（1-3 月）的人民币 1.2 百万元增加了人民币 0.4 百万元，增幅 33.3%，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存

货跌价准备有所增加。 

 

5. 投资收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个月，集团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115.3 百万元，较去年同

期（1-3 月）的人民币 69.1 百万元增加了人民币 46.2 百万元，增幅 66.9%，主要是由于集团购

买了非固定收益类货币基金产品及银行理财产品使得相应的理财产品收益增加，同时合营企业

运营良好相应也增加了投资收益。 

 

6.营业外收入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个月，集团营业外收入为人民币 12.7 百万元，较去年同

期（1-3 月）的人民币 36.8 百万元减少了人民币 24.1 百万元，减幅 65.5％。主要原因是计入营

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减少人民币 24.2 百万元。 

 

7.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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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个月，集团营业外支出为人民币 3.3 百万元，较去年同期

（1-3 月）的人民币 1.7 百万元增加了人民币 1.6 百万元，增幅 94.1％。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理固

定资产损失增加人民币 1.8 百万元。 

 

8.应收票据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团应收票据余额为人民币 36.8 百万元，较年初的人民币

1,513.4 百万元减少了人民币 1,476.6 百万元，减幅 97.6％。主要原因是票据到期收到现金使得

相应的应收票据金额减少。 

 

9.应收账款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团应收账款余额为人民币 7,753.4 百万元，较年初的人民币

5,873.0 百万元增加人民币 1,880.4 百万元，增幅 32.0％。主要原因是业务规模扩大及部分客户

签审流程有所加长。 

 

10.预付账款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团预付账款为人民币 75.0 百万元，较年初的人民币 121.6

百万元减少了人民币 46.6 百万元，减幅 38.3％。主要原因是根据保险承保期间将部分预付保险

费转入当期成本。 

 

11.应收利息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团应收利息余额为人民币 22.7 百万元，较年初的人民币

8.9 百万元增加人民币 13.8 百万元，增幅 155.1％。主要原因是本年 1 月公司通过 H 股配售募

集的资金存于银行使得报告期末计提的应收存款利息增加。 

 

12.应收股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团应收股利余额为零，年初则为人民币 12.1 百万元。主要

是集团已收到年初应收的股利。 

 

13.其他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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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团其他流动资产余额为人民币 4,850.6 百万元，较年初的人

民币 2,363.4 百万元增加人民币 2,487.2 百万元，增幅 105.2％。主要原因是本期新认购的非固

定收益类货币基金产品及银行理财产品增加。 

 

14.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团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人民币 1,751.0 百万元，较年初的

人民币 949.4 百万元增加人民币 801.6 百万元，增幅 84.4％。主要原因是为建造 12 缆物探船、

钻井平台、油田工作船预付了部分建造款。 

 

15.资本公积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团资本公积为人民币12,348.6百万元，较年初的人民币

8,059.5百万元增加了人民币4,289.1百万元，增幅53.2％。主要原因是本年1月15日集团成功配

售276,272,000股H股新股，配售价为21.30港元，使得资本公积增加。 

 

16.少数股东权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团少数股东权益余额为人民币 29.2 百万元，较年初的人民

币 21.1 百万元增加了人民币 8.1 百万元，增幅 38.4％。主要原因是 PT.SAMUDAR TIMUR 

SANTOSA 本期盈利。 

 

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个月，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入为人民币 1,123.7

百万元，同比增长 224.2%的主要原因是业务规模扩大收入增加，同时收回到期票据使得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个月，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为人民币 4,639.7

百万元，去年同期投资活动流入现金人民币 919.1 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集团继续认购非固

定收益类货币基金产品及银行理财产品使得投资活动流出现金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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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个月，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为人民币 4,125.2

百万元，去年同期筹资活动流出现金人民币 471.5 百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 1 月 15 日集团成功

配售 276,272,000 股 H 股新股，配售价为 21.30 港元，收到募集资金约人民币 4,575.4 百万

元。 

 

20.  本期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为增加现金人民币 51.5 百万元。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

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首

次公

开发

行相

关的

承诺 

其他 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时，本公司作出如下承诺：在一切

生产经营活动中，承诺并确保本公司的质量管理与操作符

合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以及适用的

国际公约、规则及有关的标准、指南等；并按 GB/T19001-

2000质量管理标准的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结构化、文件

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实施程序化、规

范化和标准化的体系管理。 

承诺时

间：

2007年

9月 28

日；期

限：长

期有效 

是 是 

解决

同业

竞争 

中

国

海

洋

石

油

总

公

司 

2002年 9月 27日，中国海油与本公司签订《避免同业竞

争协议》，承诺其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且将采取各

种措施避免与本公司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承诺时

间：

2002年

9月 27

日；期

限：长

期有效 

是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