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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1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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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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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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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669,060,721.94 3,317,485,836.91 1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3,071,025.47 688,734,472.15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33,904,627.83 708,676,477.41 3.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0,889,026.41 -554,488,632.93 43.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0.72 11.11%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0.72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6% 6.84% -0.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8,924,466,479.59 18,810,321,083.95 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680,117,011.28 11,077,772,083.16 5.4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56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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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孙伟杰  境内自然人 20.47% 196,100,199 147,075,149   

王坤晓 境内自然人 14.03% 134,381,061 100,785,79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27% 117,486,631 0   

刘贞峰 境内自然人 11.54% 110,574,026 82,93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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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38,42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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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26,071,00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兴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67% 16,020,844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诚享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2% 12,675,715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90% 8,600,000 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87% 8,326,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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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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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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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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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上半年，受到多重利好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从年初开始持续攀升，至6月下旬布伦特及WTI双双升至自2019年以来

的最高值，上半年布伦特平均价格为65.22美元/桶，较去年同期上涨54.9%，WTI平均价格为62.16美元/桶，较去年同期上涨

67.60%，2021年上半年国际主要市场天然气价格也显著上升，国际石油天然气价格持续向好，公司海外订单逐渐回暖，1-6

月公司海外订单较去年同期增长68.90%。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计划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对我国油气勘探开发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要求集中优势资源

攻关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关键核心设备，加快深海、深层和非常规油气资源利用，推动油气增储上产，夯实国内油气产量基

础，保持原油和天然气稳产增产。为了进一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国家能源局于2021年4月发布了

《2021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指出，要大力强化能源供应保障基础，推动油气增储上产，确保勘探开发投资力

度不减，加快页岩油气、致密气、煤层气等非常规资源开发。2021年我国石油产量目标为1.96亿吨左右，天然气产量目标为

2025亿立方米左右。此外，国家能源局召开2021年页岩油勘探开发推进会，要求全力推动页岩油油气勘探开发，将加强页岩

油勘探开发列入“十四五”能源、油气田发展规划，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页岩油绿色开发。在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迟滞的

形势下，国内加大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增储上产的政策为国内钻完井设备和相关服务需求增加了确定性。 

2021年上半年，公司抓住国内外原油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有利时机，积极采取措施抓生产、保供应、保交付，根据海外业

务情况派出多批次员工逆行开拓海外市场，积极推进重点地区业务，公司抓住北美在低碳政策下对新能源油气装备需求增加

的有利时机，积极推动大功率涡轮压裂设备、电驱压裂设备在北美的应用。在技术创新方面公司加大投入，推动数字化转型，

推动研发装备物联网平台系统，实现井场作业设备云存储、设备智能分析、智能报警，同时推出国际首套智能压裂协同控制

系统，实现全自动压裂巡航控制等功能，用数字赋能油气开发，引领行业发展。公司大力开拓与天然气相关的设备、工程及

应用业务，积极响应国家碳中和政策，较早开发出二氧化碳泡沫压裂设备并得到市场应用，公司在二氧化碳液化提纯、碳捕

捉、二氧化碳驱油等方面进行了技术开发储备。同时，公司积极探索开发新能源领域技术，在氢能方面探索开发天然气及甲

醇制氢、氢气液化等技术。上半年，在全体员工的努力奋斗下，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实现了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36.6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6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79%，公司获取新订单52.6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92%，报告期末存量订单54.75亿元。（订单金额含税，不包括油田

技术服务签订的开口合同、框架协议、中标但未签订合同）。 

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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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9,060,721.94 100% 3,317,485,836.91 100% 10.60% 

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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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服务及设备 3,366,953,628.52 91.77% 2,968,717,509.99 89.49% 13.41% 

油田工程及设备 302,107,093.42 8.23% 348,768,326.92 10.51% -13.38% 

分产品 

油气装备制造及技术服

务 

2,868,360,841.91 78.18% 2,597,075,809.37 78.28% 10.45% 

维修改造及贸易配件 549,057,601.26 14.96% 539,319,486.60 16.26% 1.81% 

环保服务 238,424,505.64 6.50% 175,797,492.65 5.30% 35.62% 

其他业务收入 13,217,773.13 0.36% 5,293,048.29 0.16% 149.72% 

分地区 

国内 3,351,825,159.24 91.35% 2,133,131,753.72 64.30% 57.13% 

国外 317,235,562.70 8.65% 1,184,354,083.19 35.70% -73.21%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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