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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贝肯能源 股票代码 0028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gaoyong(高勇） 丁崭 

办公地址 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门户路 91 号 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门户路 91 号 

电话 0990-6918160 0990-6918160 

电子信箱 gaoyong@beiken.com gaoyong@beike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业务介绍 

公司所处行业为油田工程技术服务行业，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专注于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煤层气、页岩气、盐

卤开采等行业的高端客户，主要从事钻井工程技术服务及其他油田技术服务，具体包括钻井、固井、钻井液、定向井、水平

井、欠平衡钻井及无牙痕下油套管、气密封检测等技术服务；可从事石油钻井井控设备检测（中石油认证）、机械制造和石

油装备维修服务；可生产30多种油田化工产品，是国内规模较大的、能够提供一体化钻井工程技术服务的独立油田服务供应

商。 

 公司将在增强核心钻井服务和定向井技术服务的基础上，优化延伸油田工程技术服务产业链，促进工程技术服务的发

展，提升公司的综合服务水平，增强业务拓展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力争成为能够独立提供油气勘探和开发工程技术综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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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国际化油田技术服务公司。 

 公司的钻井工程业务目前主要集中于国内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和国外中东和乌克兰地区。公司油服工

程业务的客户主要是中石油新疆油田公司、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四川长宁天然气开发公司、乌克兰天然气石油集团

（UGV）等知名高端石油公司。 

 二、经营模式  

 公司以总承包、分包、日费制的方式承揽油服工程合同，参与油气田工程项目建设。  

 钻井工程业务的开展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客户通常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合适的油服企业在油田区块进行钻井作

业。钻井工程开始前，油服企业要完成材料与设备的采购，钻井工程的实施过程通常涉及方案设计、钻前准备、分开次钻进

至设计井深、验收及交井等一系列的过程。钻井工程服务商与石油公司间的合作方式通常为分包模式或者大包模式，其主要

区别在于双方风险与收益分配的不同，通常大包模式下的合作对于油服公司的风险更高，相应的收益更为丰厚。  

 钻井工程施工完毕后，公司递交完工报告并提交竣工验收申请，甲方组织安全、环保、生产等多部门进行统一竣工验

收。随后进行交井验收，验收合格后按照合同约定完井工作量结算。 

 三、报告期内油田服务行业的发展阶段与周期性特点 

 2019 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速趋缓，北美页岩油气开发热度降低，石油价格受中东地缘政治影响治多变。全球油气上游

油气勘探开发投资保持增长，市场回暖趋势继续；。2019 年中国实施“七年行动计划”，国内油气行业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

加大，油气勘探开发不断取得新突破。油田服务市场缓慢复苏。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预计未来10年仍将

保持这个水平，油气对外依存度提高给国家能源安全带来了不利影响，决定了我国必须加大勘探开发力度以提高油气资源的

自给率。随着中国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大，国内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市场活力不断增强，油服行业开始迎来

良性发展阶段。    

 四、报告期内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的市场除了传统的新疆北疆油田市场，同时重点布局新疆南疆塔里木油田，四川长宁、乌克兰（UGV）波尔塔

瓦地区。在国内勘探开发的力度的增加和区域外市场资质准入放宽的背景下，公司决心走出传统市场，并已在竞争较为激烈

的疆内外市场展开布局。初步形成了以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海外乌克兰“四大市场”基本战略布局，为公司

中长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408,054,624.02 904,426,084.97 55.68% 649,367,59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502,136.64 45,446,937.32 -4.28% 70,015,04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47,856.79 38,940,919.33 -15.39% 65,625,41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885,475.55 171,125,046.65 -148.44% 92,183,804.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0 0.230 -4.35% 0.3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0 0.230 -4.35% 0.3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2% 4.96% -0.54% 8.0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522,693,035.55 1,880,390,459.21 34.16% 1,444,904,68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1,870,768.92 957,221,157.44 1.53% 904,503,125.4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3,873,356.23 558,775,833.50 409,368,390.74 316,037,0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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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0,342.02 35,645,470.23 1,433,972.28 7,352,44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9,497.04 24,814,152.09 1,419,023.33 8,314,178.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75,626.23 -48,033,483.06 42,900,414.81 -29,576,781.0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3,55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2,77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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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平贵 境内自然人 16.19% 32,895,000 24,671,250 质押 11,849,000 

曾建伟 境内自然人 4.10% 8,330,000 6,247,500 质押 8,330,000 

吴云义 境内自然人 4.10% 8,330,000 6,247,500   

郭庆国 境内自然人 2.79% 5,663,200 0 质押 648,200 

戴美琼 境内自然人 2.64% 5,355,000 4,016,250   

陈相侠 境内自然人 2.47% 5,015,000 0   

白黎年 境内自然人 2.34% 4,760,000 0   

张志强 境内自然人 2.05% 4,165,000 3,123,750 质押 1,105,000 

吴伟平 境内自然人 1.74% 3,537,900 0   

刘昕 境内自然人 1.62% 3,298,000 2,473,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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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总体呈现放缓态势，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有忧， 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上升，中国国内油

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大，国内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市场活力不断增强。 

面对机遇和挑战，公司董事会带领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紧紧围绕既定战略目标，稳健经营，攻坚克难，提升科研能力

和经营质量。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805.4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5.68%；实现归属于公司净利润4,350.21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4.28%。 

1、主要工作量完成情况 

2019年，公司紧紧围绕“国家能源战略布局和‘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市场开发工作”的方向，在2018年市场开发的基础上，

全力推行各个项目的开展和落实工作。公司全年共动用钻修井机41部，开钻244口，完井243口，总进尺394050.56米；比上

年减少6.55%，定向技术服务共完成施工井245口；固井施工共完成井331口；泥浆技术服务完成施工井233口；北疆油服受

浅井工作量减少影响业务量同比降低25.13%，公司整体油服及技术服务版块实际完成工作量与2018年相比降低约6.62%。 

 

2、强化油服项目部公司化管理，技术服务专业化管理，市场规模稳步提升 

2019年四大油服管理团队强化公司化规范管理，深耕一线，以“高效生产、安全生产、环保生产”为目标，以“提高钻井

速度带动整体效益”为原则，稳固北疆市场强化西南、南疆、国际市场。在公司的一体化钻井工程技术服务理念指导下，形

成了以钻井工程业务拉动钻井技术服务业务发展，化工、机械，定向，泥浆，固井等单位外部市场稳定增长。 

 

3、夯实信息化管理基础，强化风险合规经营 

2019年公司顺利完成“数字化贝肯”信息化建设（一期）项目， ERP和OA系统启用上线，实现财务、供应链、人资三

大领域32个模块及其他功能平稳运行，加快了办公效率，梳理并更新了机关部门间的办公流程，规范管理，借助组织变革，

实现总部机关总量控制预算管理，增强二级公司的自主经营和工作活力，提高机关执行力，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管理能

力。加强内审监督检查职能，通过风险合规审核、审计、督查工作，规避公司对外经营风险，杜绝侵害公司利益行为，维持

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要针对安全生产、廉政建设建立问责和举报制度。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4、安全生产形势下滑，QHSE管理体系亟待健全 

安全生产方面，部分事故触及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在市场规模提升的同时，安全生产要常抓不懈，严防死守，加强员

工操作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工作。落实QHSE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的QHSE管理体系建设。 

 

5、优化配置，强化培训，加强员工队伍整体素质 

2019年公司调整了组织架构，优化配置，实现了人、财、物的系统化、整体化、统一化管理。2019年新组建钻、修井

队伍4支，压裂队伍1只，重新完善员工培训管理及考核办法，制定好切实可行的年度及三年培训计划，让各级员工都有机会

接受继续教育和专项培训的机会。 

 

6、重视科研攻关与技术管理，公司技术能力整体提高 

2019年公司科研工作得到较大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随钻测量仪器BK-MWD实现批量化生产，公司定向井技术服

务队伍已开始规模化应用，累积使用时间超过1000小时以上，目前高温型随钻测量仪器也已研发成功，进入现场试验阶段；

2019年公司开展了4项科技攻关，其中有1项获得克拉玛依市科技重大专项项目支持，有2项获得克拉玛依高新区科技项目支

持和政策奖励。2019年知识产权申请（含软件著作权）的数量4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2项，已授权专利数4项，

其中发明专利1项。各油服公司在技术管理方面也取得了好的成绩，公司钻井综合提速技术日趋成熟，在新疆吉木萨尔、玛

湖等地区创出同等条件下的最快钻井纪录。科研成果的取得和技术管理的提升，为公司赢得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影响力，也

有效提升了公司的核心技术能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钻井工程 1,291,445,401.26 280,287,097.17 21.70% 55.37% 64.65% 1.2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估计变更：       

  2019年10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为投资者提供更

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结合公司钻井业务的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周转材料的摊销进行

会计估计变更。变更内容；对钻具类材料和油基泥浆等价值较大、使用寿命较长的周转材料，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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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应用指南，由一次转销法改为分次摊销法，摊销期限为3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关规定，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本公司以前各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总体上判断，比较一次

转销法，钻具在第一年将价值均衡记入生产成本，会减少成本，增加利润，第二、三年摊销计入生产成本因其分期摊销提高

了成本费用，将减少公司的净利润。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报告期无其他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上述事项与前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完全认同会计估计变更内容及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20 年 1-3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万元） 
50 至 150 

2019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盈利额比上年同期增加是由于公司国际市场和西南市场持续施工，北疆以

外市场份额提升，带来的收入和利润增加所致。同时，石油价格下降使公

司的生产成本降低，利润增加。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4）对2020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