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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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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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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957,853,992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3,097,108 股后 954,756,884.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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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瑞股份 股票代码 00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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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刚 曲宁 

办公地址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 5 号 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 5 号 

电话 0535-6723532 0535-6723532 

电子信箱 zqb@jereh.com zqb@jere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 

1、公司主营业务介绍 

报告期，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是油气田设备及技术工程服务。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集

运输送等，属于石油天然气设备制造及服务行业范畴，俗称为油气田服务。公司的业务是为石油天然气公司勘探开发和集输

油气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油气生产井口为界，井口以下部分，完成勘探、钻完井、形成井口的施工作业过程为油气田服务，

这个过程提供的压裂、固井、连续油管等设备属于油气田设备；井口以上部分，生产井口形成后的分离、净化、集运输送地

面工程以及油田到城市或工厂的集运输送工程称为油气田工程服务，形成工程本体的设备模块为油气工程设备。我们致力于

成就一家能够提供油气开发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技术服务商和工程服务商。 

2、产品销售模式  

（1）设备销售。公司可以提供钻完井设备、油气田工程设备、环保设备、配件销售业务等。公司向油田服务公司销售

钻完井设备，例如压裂设备、固井设备、连续油管设备、液氮设备等；公司向油田服务公司提供后续维修改造和配件；公司

向天然气工程公司提供天然气工程设备，例如天然气压缩机组、天然气净化设备、天然气液化设备、终端加注设备等。 

（2）服务模式。公司配备专业服务设备，招聘作业人员，形成专业作业团队，为客户提供油气田技术服务和天然气工

程服务。公司为石油天然气公司提供钻完井一体化服务，包括钻井、固井、完井、压裂、连续油管作业等一系列油田技术服

务；公司为石油天然气公司提供工程建设服务，如油气田地面工程、天然气液化工程、油气分离净化工程、油田环保工程等。 

（二）所处行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应用于石油及天然气的开采，属于石油天然气设备制造及服务行业范畴。因此，石油天然气开采

行业的发展及景气程度直接关系到公司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增长率、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走势、全球

石油勘探开发支出及油气开采规模、石油天然气消费需求、全球各国“碳中和”政策是影响公司所处行业景气程度的决定性

因素。 

2020年，新冠疫情对一次能源需求短期冲击明显，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出现近10年来的首次下降。长期看，能源需求仍

将持续增长，因为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收入和人口的增长，需要更多的能源来驱动更高水平的活动。根据《2050年世

界与中国能源展望(2020年)》，2℃温控情景下，至203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年均增长1.2%，2030-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

年均增长0.7%。随着总需求的增长，世界能源加快向多元化、清洁化、低碳化和本地化转型，石油的原材料属性支撑石油需

求规模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天然气是实现低碳转型的现实选择，展望期内将持续增长。就我国来看，受经济结构变化，环境

和气候政策的推动，我国能源结构将会发生显著变化，清洁能源（天然气、非化石能源等）比重将快速提升，为保障我国能

源安全，2030年前我国原油产量有望维持2亿吨，天然气产量稳步提升，2050年达3500亿立方米，天然气是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系统保持安全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支撑，与油气增长相关的油田服务市场也会持续增长。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出现负增长，世界石油供需降幅和库存创历史之最，国际油价暴跌甚至出现负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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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价仅为43美元/桶，比2019年大幅下降33%。根据Spears & Association 全球油田市场报告（2021

年1月），2020年全球油田设备和服务市场支出为1921亿美元,较2019年下降29%,为2005年以来最低水平；水力压裂市场规模

为123.54亿美元，较2019年降低54.9%；设备制造市场规模16.56亿美金，较2019年降低59%。据该报告预测，2021年全球油

田设备和服务市场规模为1800亿美元，与2020年相比下降6%；水力压裂市场规模为109.7亿美元，较2020年降低11.2%；设备

制造市场规模13.15亿美金，较2020年降低21%。 

2020年，国际石油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国内外油公司及服务公司加快谋划能源个性化转型。对我国来说，2020年疫

情对油气行业产生巨大冲击，全行业逆境中谋发展，抗疫保供、提质增效、增储上产。2020年，我国原油产量1.95亿吨，增

幅达2％，天然气产量1888亿立方米，增幅约为8.9%。2020年我国非常规油气产量接近7000万吨油当量，其中致密油和页岩

油年产量超300万吨，页岩气年产量突破200亿方，致密气年产量超450亿方。“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大力开发页岩气资

源，同时首次将页岩油开发列入发展计划，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已成为我国“稳油增气”的战略性资源。我国非常规油气资

源的快速发展给公司装备制造及技术服务带来了新的机遇。 

（三）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一家领先的油气田设备和技术工程服务提供商，是一家正在快速发展的一体化油气田设备和技术工程服务提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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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8,294,957,104.87 6,925,426,976.55 19.78% 4,596,771,20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0,376,838.38 1,360,693,039.87 24.23% 615,241,43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6,619,467.11 1,353,491,831.63 23.87% 588,839,441.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635,189.00 233,161,127.89 34.94% 44,712,067.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7 1.42 24.65%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7 1.42 24.65%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3% 14.99% 1.24% 7.5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8,810,321,083.95 16,519,403,874.63 13.87% 11,877,903,69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77,772,083.16 9,765,729,812.37 13.44% 8,408,467,3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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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037,188.00 1,963,448,648.91 2,106,717,462.46 2,870,753,80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2,895,029.06 465,839,443.09 425,977,941.60 575,664,42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3,720,320.89 474,956,156.52 414,246,434.76 553,696,55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9,463,874.99 64,975,242.06 -450,187,548.50 1,319,311,37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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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5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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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伟杰 境内自然人 20.47% 196,100,199 154,527,181   

王坤晓 境内自然人 14.03% 134,381,061 105,788,2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86% 113,599,097 0   

刘贞峰 境内自然人 11.54% 110,574,026 83,34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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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高端制造股票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6% 21,622,5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67% 16,000,032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4% 9,976,135 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98% 9,374,822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94% 9,018,198 0   

吴秀武 境内自然人 0.80% 7,693,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为保持公司控制权稳定，2009 年 11 月 1 日，孙伟杰、王坤晓和

刘贞峰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三方因多年合作而形成的信任关系，

三方决定继续保持以往的良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对方意见，在公司

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中保持一致意见。该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在三

方均为公司股东期间始终有效。（2）股东孙伟杰与股东刘贞峰之间存

在亲属关系；股东刘贞峰与股东吴秀武之间存在亲属关系。（3）除上

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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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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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2020年，受新冠疫情及国际油价暴跌影响，油气行业资本开支大幅下滑，油气行业面临严峻挑战。国内油公司上游勘探

开发资本支出同比下降，但是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下，国内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持续发力，公司国内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20.05%，收入占比提升，毛利率同比提升6.73%；海外业务受疫情及油价暴跌影响较大，虽然公司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竭力

保交付，海外营收较去年增长19.10%，但交付产品类型变化及国际业务成本大幅增加，毛利率同比下降14.87%。目前来看，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全球主要国家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碳中和目标，对油气行业发展影响深远，传统

能源企业均加速数字化转型、加速新能源产业布局。短期来说，尽管国际油价已回升至合理水准，但是全球油气行业资本支

出未见显著回升，预示着油气行业发展之路复杂而崎岖。 

报告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9.78%，毛利率提升0.53%，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国内非常规油气资源持续发力，对

于油气设备、配件的需求仍有增加，公司以客户为中心加大销售力度贴近客户需求，保交付，保生产，油气装备销售收入随

之增长。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小幅下降，管理费用小幅增加，销售、管理费用率进一步降低，公司精细化管理已见成效。财

务费用1.47亿元，主要系外币汇率下行，汇兑净损失较高所致。 

报告期，油气装备制造及技术服务、环保服务收入实现了同比较大幅度的增长，维修改造及贸易配件受疫情影响营业收

入及毛利率出现了小幅下滑。公司经营整体经受住了行业严峻挑战，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再创公司上市以来新高。 

（2）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8,294,957,104.87 100% 6,925,426,976.55 100%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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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 

油田服务及设备 7,279,523,781.56 87.76% 6,396,925,112.72 92.37% 13.80% 

油田工程及设备 1,015,433,323.31 12.24% 528,501,863.83 7.63% 92.13% 

分产品 

油气装备制造及技术服务 6,626,901,037.06 79.89% 5,211,220,660.55 75.25% 27.17% 

维修改造及贸易配件 1,193,663,821.65 14.39% 1,307,229,144.16 18.88% -8.69% 

环保服务 455,418,784.82 5.49% 388,640,553.29 5.61% 17.18% 

其他业务收入 18,973,461.34 0.23% 18,336,618.55 0.26% 3.47% 

分地区 

国内 5,906,425,692.52 71.21% 4,919,895,574.67 71.04% 20.05% 

国外 2,388,531,412.35 28.79% 2,005,531,401.88 28.96% 19.10% 

（3）营业成本构成 

行业和产品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油田服务及设备 营业成本 4,421,088,253.90 85.83% 3,948,600,760.78 91.03% 11.97% 

油田工程及设备 营业成本 729,984,022.53 14.17% 388,969,635.32 8.97% 87.67%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原材料 原材料 3,800,693,986.36 73.78% 2,904,465,623.53 66.96% 30.86% 

人工工资 人工工资 294,994,960.52 5.73% 350,948,630.77 8.09% -15.94% 

外部加工费 外部加工费 132,513,215.78 2.57% 101,695,603.52 2.34% 30.30% 

机物料消耗 机物料消耗 82,213,193.72 1.60% 83,452,760.80 1.92% -1.49% 

折旧 折旧 301,502,594.67 5.85% 269,012,102.99 6.20% 12.08% 

能源 能源 70,749,874.92 1.37% 87,472,183.75 2.02% -19.12% 

其他 其他 468,404,450.46 9.09% 540,523,490.74 12.46%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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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气装备制造

及技术服务 
6,626,901,037.06 2,538,674,722.65 38.31% 27.17% 26.57% -0.18% 

维修改造及贸

易配件 
1,193,663,821.65 409,203,040.18 34.28% -8.69% -11.4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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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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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

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的2020-044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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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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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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一级子公司18家，较上期相比，增加1户，本报告期公司新设设立一级子公司烟台杰瑞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坤晓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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