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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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源石油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30016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志坚

王红伟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51 号人寿壹中心 A
座 13 层

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51 号人寿壹中心 A 座
13 层

电话

029-87607465

029-87607465

电子信箱

investor@tongoiltools.com

investor@tongoiltools.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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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8,620,088.49

718,625,466.12

-5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235,250.00

37,564,564.33

-28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9,036,927.53

49,453,755.51

-23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839,155.73

16,892,843.80

-324.00%

-0.1356

0.0833

-26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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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54

0.0824

-264.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8%

2.18%

-5.6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2,889,095,066.72

2,952,825,271.78

-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59,147,727.23

1,739,404,212.04

12.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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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桉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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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

87,615,217

65,711,413 质押

陕西省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纾困
境内非国有法人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65%

34,127,777

25,103,734

国泰君安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证
券行业支持民企
其他
发展系列之国君
君彤西安高新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

5.33%

27,350,000

0

孙伟杰

境内自然人

4.04%

20,746,887

20,746,887

张春龙

境内自然人

3.21%

16,469,555

12,352,166 质押

联储证券有限责
境内非国有法人
任公司

2.02%

10,373,443

10,373,443

王大力

境内自然人

1.93%

9,915,200

0

张晓龙

境内自然人

1.71%

8,791,994

0 质押

黄建庆

境内自然人

1.68%

8,647,177

0

1.36%

6,998,476

0

横琴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分红委 其他
托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数量
72,182,733

11,600,000

5,030,400

上述股东中，张国桉与张晓龙为兄弟关系；陕西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纾困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将其持有股票的投票权委托至张国桉，张国桉与陕西省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纾困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
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无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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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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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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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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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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包括封城、居家隔离、社交距离、出入境管控等各项防疫举
措，民航、汽车等主要交通工具停运，主要经济体经济活动严重停摆。在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下，全球石油需求大幅下滑，
国际原油价格呈断崖式下跌，WTI 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出现负值，导致全球油气勘探开发支出大幅下降，全球油服业务工作
量大幅萎缩。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工作量严重下滑，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39 亿元，同比
减少 52.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823.53 万元，同比减少 281.65%。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业绩同比大幅亏损。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的爆发，公司始终以保障员工生命健康安全为首要担当。一是，公司积极落实政府防疫举措，
同时采取休假、居家办公等形式保障员工健康。二是，积极采取中美两地防疫物资互通互助的方式，保障国内和美国员工防
疫物资的需求。三是，公司在保障员工安全的前提下，急客户之所急，千方百计完成客户紧急的作业任务。截至目前，公司
国内外员工无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报告期内，面对低油价对行业的冲击，公司及时转变经营策略，在加强成本管控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竞争能力，
多措并举保障公司平稳经营。
1、在国内地区，国内业务于 3 月下旬实现全面复工，但受上井服务隔离 14 天等规定以及受上半年国内疫情导致油气田
进度放缓和服务价格下滑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公司优化收入结构，坚决关停毛利率较低、现金流表现不好的项目，综上国内
业务收入上半年同比减少 46%。
面对行业下行压力，公司采取多项措施予以应对。一是，公司重新评估年初制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聚焦核心战略产
品线能力建设，增加了非常规油气水平井钻井、完井两大核心环节旋转导向和射孔业务的资本开支，其他项目资本开支全面
压缩。二是，公司对外加强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通过降低采购价格、优化账期等措施，达到降低采购成本的目的。三是，
公司对内继续加强以现金流管理为核心的管理能力，不断加大子公司应收账款回收力度，加强各级管理，从技术、材料、库
存和应收账款入手，降低成本和运营费用，提高资产利用效率。
虽然公司上半年国内业务收入同比减少，但是得益于国家能源局再次要求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举全行业之力推
动油气增储上产的国家意志，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接连在松辽盆地、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等地区中标射孔、旋转导
向、压裂增产一体化等项目订单，为后续国内业务收入提供保障。
2、在北美地区，由于二季度美国疫情全面爆发，居家令、社交距离等政令颁布，各个基地订单被迫暂缓执行，美国员
工基本处于居家状态，导致二季度公司北美业务基本停摆，上半年北美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56%。
面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公司美国子公司 The Wireline Group 一方面快速推进并落实包括取消成长性固定资产开支、控制
维持性资本开支、缩减运营费用、与供应商协商降低采购单价、全员降薪、调整冗余人员等多项降本增效的措施；另一方面，
制定新的现金流考核计划，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通过与客户加强战略合作关系，销售人员、基地经理与客户积极沟通，
实现缩短账期的目的，确保公司有充足的流动性，保障运营安全。
R （高能复合射孔技术）进行市场推广和
在降本增效的同时，The Wireline Group 积极将公司专利技术和产品 FracGun○
R 的作业量为 2019 年全年作业量的 4 倍，并赢得了客户的青睐。随着后续美国疫情逐步受
宣传。2020 年第一季度 FracGun○
R 将成为美国业务的一个新增长点。
到控制，生产经营秩序恢复正常，FracGun○

3、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收购一龙恒业剩余股权的事项。在市场方面，一龙恒业国内市场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页岩气
田以及鄂尔多斯盆地，同时一龙恒业是壳牌、雪佛龙在国内的独家供应商，今年顺利进入了海洋石油市场；海外市场分布在
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伊拉克、秘鲁等海外地区。在业务方面，一龙恒业业务包含钻井、完井、修井三大业务
板块，具有钻完井一体化作业服务能力，并且一龙恒业的连续油管服务和带压作业技术服务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若
本次收购顺利完成，一龙恒业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市场和业务将与公司全面融合，不仅拓宽了公司的市场范围，使公
司市场结构更加合理，增强了公司抗风险能力，而且完善了公司的产品线，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效应和市场竞争力。报告期
内，一龙恒业国内业务稳步推进但是海外业务因疫情仍受到一定影响，主要是人员流动、出入境管控受限，部分订单被迫暂
缓执行，但随着后续疫情受控将恢复正常。

3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综合来看，公司上半年业绩受疫情和低油价影响导致同比工作量下滑较大，但公司经营正常，公司核心竞争力并未受到
损害，核心团队、核心客户并未流失，随着下半年油价回升、全球疫情受控，全球经济正常化，石油行业将逐步恢复，公司
各个地区、各项业务将恢复并实现反弹。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2017年7月5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
收入准则。根据新准则及相关衔接规定，公司2020年1月1日将企业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由预收账
款调整至合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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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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