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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变脸 2015年油服业将洗牌

□本报记者 汪珺

受石油公司资本开支下降、工程停滞、下半

年油价变脸等因素影响，2014年不少油田设备与

服务公司的业绩面临缩水风险。 相应地，相关公

司2015年的“钱景” 依然不太乐观：在油价低位、

石油公司资本开支料继续收窄的预期下，油田设

备与服务公司的工作量或继续受到打击；出海找

油、渴望向上游勘探开发环节拓展的油服公司也

可能因国际油价下跌而面临收购项目盈利前景

不明的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在新的行业格局下，油田设

备和油服商的表现将出现分化， 产品竞争力强、

拥有独特技术优势的企业将脱颖而出，产能扩张

过快、负债率较高的公司则可能面对产能开工不

足、财务成本高昂的困境。 与此同时，新一轮行业

内兼并重组的洗牌也将拉开。

业绩缩水概率加大

Wind统计数据显示， 在石油天然气设备与

服务分类项下的17家上市公司中， 已有8家公司

发布2014年业绩预告。 其中，杰瑞股份、惠博普、

海油工程、神开股份预计业绩同比上升，山东墨

龙和宝德股份预计扭亏为盈，仁智油服和准油股

份预计业绩同比下滑。

尽管业绩预增的居多，但不少分析师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指出，许多油田设备与服务商的国内

工作量主要取决于 “两桶油” 的资本开支，受

2014年石油反腐、降本增效等影响，2014年“两

桶油” 资本开支同比下滑，油田设备与服务商的

业绩难言不受影响。

仁智油服净利润大幅缩水的原因可视为油

服行业景气度下降的一个缩影。 公司预计，2014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在0-600万元之

间，同比2013年下降81.90%-100%。 2013年同期

净利润为3315.75万元。 公司称，业绩缩水原因主

要有三：一是因为中石化、中石油业主方投资规

模较上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引起公司在该

市场的主体业务规模缩小，工作量出现较大幅度

下降，导致公司利润减少；二是因为中石化、中石

油继续大力推行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等措施以及

公司主体业务市场西南市场业主方的优化工程

设计，重复使用钻井液和压修井液，导致公司钻

井液技术服务项目合同价款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故公司该项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此

外，公司正在积极拓展新的业务和新市场，部分

新市场、新业务实际情况未达到预期。

山东墨龙的扭亏也并非因为盈利能力出现

真正反转。 公司预计，2014年净利润1000-1500

万元，同比扭亏。公司称，受经济形势影响，国内外

市场需求依然低迷，市场无序竞争激烈，产品销售

价格较2013年同期下降， 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

但由于2013年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导致

出现亏损，因此2014年业绩与2013年同期相比属

于扭亏为盈。

杰瑞股份的业绩增幅似乎也未达到预期。 尽

管公司预计2014年净利润约在12.81亿-15.76亿

元之间，同比2013年增加30%-60%，但公司称，

2014年国内油气投资下滑，公司第四季度业务增

速放缓，因此做出这样的业绩增速预期。

惠博普预计2014年净利润1.34亿元-1.65亿

元，同比增长30%-60%。 公司称，2014年公司整

体经营状况良好，业绩保持稳步增长。 2014年的

利润预计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主要是由于存在

项目延期交货的不确定性， 可能导致部分收入无

法在12月31日前达到收入确认的条件。

低油价成2015年困扰

始于2014年年中的“油价变脸” 或成为2015

年困扰油田设备和服务商的一大因素。 中石油经

济技术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WTI原油

期货年均价92.78美元/桶，同比降5.27美元/桶，布

伦特原油期货年均价99.32美元/桶， 同比降9.38

美元/桶。 2015年， 国际油价或继续低迷， 预计

WTI年均价范围为55～65美元/桶， 布伦特年均

价范围为60～70美元/桶。

“也不排除国际油价短期内跌破50美元/桶

甚至达到40美元/桶的可能性。 若2015年欧佩克

仍然坚持不减产、 美国进一步加大非常规油气生

产并放松原油出口限制、 欧美放松对伊朗石油出

口的制裁，那么国际油价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WTI年均价45～55美元/桶， 布伦特年均价50～

60美元/桶。 ”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高级分析师

陈蕊指出。

在这样的低油价预期下， 不少行业分析师对

2015年的油服行业表现做出悲观的预测。广发证券

认为，一方面，石油公司为应对低油价会选择缩减

资本开支，整个油气产业链都会受到波及；另一方

面，主要产油国或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采取不

同的生产策略，如“限产保价”或维持产量以保持

现有市场份额。“直接受油价下跌冲击的油服公司

有两类：一类是为跨国油服公司提供初级产品的国

内设备制造商，另一类就是在海外用于油气开发权

益的公司。 总体上看，受‘三桶油’缩减开支影响和

海外市场收缩产能的双重打压，国内设备和油服商

面临很大考验，油价短期内难返高位也增加了企业

经营的不确定性。 ”广发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但也有分析师认为， 前期油价大幅下跌从估

值角度给油服板块的反弹带来了机会。 中银国际

分析师杨绍辉认为， 油服A股和H股经历石油系

统反腐和国际油价巨幅调整后，股价大幅下跌。A

股龙头公司PE回到20倍左右， 港股油服的PB估

值回到1倍以内， 伴随全球原油供给变化趋势的

拐点信号出现， 国际原油价格趋势性下跌或将告

一段落，油服板块短期存在报复性反弹的可能，但

趋势性上涨有待油价反弹。

变局催生并购与创新

在油价下行的冲击下，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油

气设备和油服商的表现将出现分化， 同时也有望

催生更多的行业内兼并重组与技术产品创新。

“在前几年行业高速增长期进行过多投资，

产能扩张过快，负债率较高的公司，将面对今后产

能开工不足、财务成本高昂的泥潭。而坚持轻资本

发展，合理控制发展速度，产品竞争力强的企业，

仍能继续受益全球产能转移， 提升在市场中的占

有率。 ”光大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该机构分析师陈佳宁认为， 油气设备的投资

机会在于技术升级与进口替代， 尽管今年油气设

备需求随油价出现正常范围的调整， 但龙头公司

饱满订单对业绩支撑良好， 短期油价下行不改国

内龙头发展趋势；对民营油服商而言，海外市场以

及页岩气开发应成为民营油服商对冲国内市场风

险的重要措施。 未来缺少高端技术支持的中小民

营企业将逐渐淘汰退出市场， 而拥有独特技术优

势的龙头民营企业未来将与国企协同发展。

面对新的行业格局，上市公司也在积极努力，

力求在变局中站稳脚跟。 已连续两年亏损、面临退

市风险的宝德股份2014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844.48万元，同比增加1.76倍。 公司称，报告期内，

公司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成功将产品推向美国市

场，同时研发成功三个油服设备项目，部分产品已

实现销售收入，预计全年将扭亏。 公司介绍，面对

市场竞争加剧、行业毛利率下滑等形势，公司一方

面加强现有核心技术的应用研究， 另一方面加强

了面向低渗透、非常规油气探采技术的基础研究，

以形成新的技术储备， 并将继续加大新客户拓展

力度，丰富产品品种、加快市场推广，满足未来的

持续发展。

2014年全国彩票销售近4000亿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财政部网站1月20日消息，2014年全国共销

售彩票3823.78亿元，同比增长23.6%。 其中，在

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带动下， 竞猜型彩票的增

长最为迅猛，2014年竞猜型彩票销售614.8亿

元，同比增长81.7%。 在彩票销售额稳步增长的

同时，互联网彩票的销售也水涨船高。 业内人士

指出，受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互联网彩票的发

展前景尽管看好，但过程将注定曲折。

彩票销售额近4000亿

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全国共销

售彩票361.5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58.81亿

元， 增长19.4%。 其中， 福利彩票机构销售

195.61亿元，同比增加19.27亿元，增长10.9%；

体育彩票机构销售165.92亿元，同比增加39.54

亿元，增长31.3%。

1月至12月累计，全国共销售彩票3823.78亿

元，同比增加730.53亿元，增长23.6%。 其中，福

利彩票机构销售2059.68亿元，同比增加294.4亿

元， 增长16.7%； 体育彩票机构销售1764.10亿

元，同比增加436.13亿元，增长32.8%。

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带动下， 竞猜型彩

票销售的增长最为迅猛。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

据，2014年竞猜型彩票销售614.8亿元， 同比增

加276.38亿元，增长81.7%，增幅最高；中福在线

增幅次之，全年销售377.46亿元，增长30.4%；即

开型彩票则出现负增长， 全年销售343.43亿元，

下降2.4%。

眼下正如火如荼进行的亚洲杯使竞彩的销

量大幅走高。 彩通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12

日-18日， 竞彩周销量逼近20亿元， 达19.78亿

元，再创世界杯后竞彩周销量新高。其中，竞彩足

球的单场固定奖玩法销量突破5亿元， 达5.1亿

元，比前一周大增101%。

竞彩还在近日公布了2015年竞猜赛事计划。

2015年竞彩计划将新增俄罗斯超级联赛、智利甲

级联赛、墨西哥超级联赛等三国顶级联赛，如无

意外，这三国联赛将于上半年加入竞彩足球的行

列，与广大彩民见面。2015年，竞彩足篮球合计将

开售近1.3万场赛事，平均每天开售近36场。

广发证券认为，从年初的亚洲杯开赛，到赛

季过半高潮迭起的五大联赛， 再到2016年欧洲

杯预选赛，都将如火如荼地展开，吸引大量彩民

和体育爱好者参与其中，相信在经历了巴西世界

杯对互联网彩票的普及效应之后，拥有专业性和

合规性壁垒的主流彩票网站将继续受益。

互联网彩票曲折中发展

在彩票销售额稳步增长的同时，互联网彩票

的销售也水涨船高。 在2013年互联网彩票销售

额突破400亿元的情况下，相关机构预测，借助

巴西世界杯的东风，2014年互联网彩票销售额

有望达到千亿规模。

互联网彩票销售额的迅猛增长吸引众多上

市公司纷纷投身其中。 据彩通咨询统计监测，

2014年彩票行业共发生22次投资并购事件，除

部分未公开披露投资详情外，已公开披露信息的

投资额度超过19亿元。 无论从投资次数还是投

资额度看，2014年均创下彩票行业投资并购的

新纪录。 其中，2014年彩票行业的投资并购有6

笔达到亿元级的交易， 综艺股份1.2亿元人民币

收购北京仙境51%股份、1.64亿元人民币收购北

京盈彩60%股份， 腾讯4.45亿港元入股华彩控

股， 亚博科技4.89亿港元全资收购Score� Val-

ue，中彩合盛1亿人民币收购杭州大彩网络31%

股份等并购事件，引起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不过， 互联网彩票的发展仍然面临着政策不

确定性的影响， 互联网彩票在被资本市场看好的

同时也注定将在曲折中发展。 近日，财政部、民政

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擅自利用

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自查自纠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通知要求，从1月15日起，各地财政、民政以及

体育局等单位针对本地区彩票市场存在擅自利用

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进行自查自纠，并要求于3月

1日前将自查自纠和交叉抽查结果上报。

据了解，相关部门曾于2007年、2012年先后

两次叫停互联网售彩，并分别于2009年、2012年

出台《彩票管理条例》及《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 业内人士指出，《通知》的下发或许预示着

互联网售彩新一轮整顿将拉开帷幕。

卓彩网暂停互联网彩票销售

1

月

19

日，卓彩网发布《卓彩网暂停销售通

知》称，“为了配合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

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

彩票行为自查自纠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即

日起卓彩网将暂停所有彩种销售，恢复时间将

等待审核后公告通知。 ”

资料显示，卓彩网所属北京中民卓彩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 是由国家民

政部中民集团、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公益时

报》 社联合发起成立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也

是一家专注于彩票行业无线应用技术实施与

市场营销相结合的高科技公司。

中民卓彩公司定位于彩票综合服务及电

子商务、 互动娱乐等内容的技术提供商与销

售方案解决商， 提供包括手机彩票综合服务

终端系统、彩票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无线互联

及网络游戏等彩票综合应用的立体平台服

务。 （任明杰）

需求仍难恢复 今年彩电市场料降1.1%

□本报记者 傅嘉

2014年， 中国彩电市场销售总量为4461万

台，同比下降6.6%。 研究机构预测，2015年，中国

彩电市场零售量将达4410万台， 同比下降1.1%；

零售额将达1371亿元，同比下降6.2%。

需求透支超千万台

在1月20日举行的2014年度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经济运行暨彩电行业研究发布会上，奥维咨询

黑电事业部总经理董敏对2014年度中国彩电行

业市场进行了盘点，“2014年中国彩电市场销售

总量为4461万台，同比下降6.6%；销售金额1462

亿元，同比下降14.5%。 彩电行业规模下降的主要

原因有三：一是历时5年的政策刺激，使市场需求

透支约1200万台，该影响将持续未来3年；二是房

地产行业无力托市， 商品房和住宅成交量同比大

幅下滑，减少新增需求150万台左右；三是智能终

端的发展取代了部分彩电更新换代需求。 ”

数据显示，2014年彩电线上市场零售量787

万台，同比增长79%，占整体市场的18%；线下市

场零售量3674万台，同比下降15%。 电商的促销

将线下传统的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节点打散

成十几个节点， 彩电市场的促销节奏呈现旺季不

旺、淡季不淡的景象，表现为一个个小的波峰和波

谷。对于厂商和渠道而言，过去长周期准备的阵地

战被频繁短促的游击战替代。

彩电的互联网化成为2014年彩电行业的主

要潮流， 传统彩电企业纷纷打造互联网专属品

牌。 奥维咨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互联网品

牌的市场份额增长至6%， 传统品牌市场份额下

降至94%。

今年线上销售或达千万台

对于2015年的彩电市场，业内预计仍将保持

低位运行。 奥维咨询预测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

彩电市场零售量将达4410万台， 同比下降1.1%；

零售金额将达1371亿元，同比下降6.2%。 2015年

彩电的主要需求将由以下三部分构成： 更新换代

需求3200万台左右； 家庭第二台购买需求500万

台左右；新增需求700万台左右。

奥维咨询认为，2015年整个彩电行业将呈现

以下特点： 在城镇化的大背景和日益成熟的网购

环境之下， 农村市场将成为彩电市场扩增的重要

来源，全渠道的农村规模将占整体的50%以上；线

上彩电零售市场总量将首度突破1000万台，达到

1020万台，占整体市场比重为23%；移动电商更

加成熟，预计彩电行业的移动端占比将从2014年

的19%升至2015年的40%。

分析人士指出， 对于彩电行业而言，2015年

将是一个行业洗牌年，新的规模高增长不再持续，

迎来相当长的存量盘整期。 同时，2015年也将是

一个平台塑造年，随着互联网工具的快速发展，市

场竞争升级，传统模式必然向平台模式转型，越来

越多的企业将投入到智能物流平台、大数据平台、

售后服务平台以及金融平台的建设中。

江淮动力子公司

力推农业信息化

□本报记者 刘兴龙

1月20日晚，江淮动力发布公告称，

近日，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政府与公司之

控股子公司上海农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签订《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共

同将尤溪县打造成全国农业信息化示范

县、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双方达成的主要合作内容为：上农

信协助编制尤溪县农业信息化 “十三

五” 规划；为尤溪县农村土地确权登记

工作试点提出指导性建议和提供帮助；

为尤溪县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

系，建立市场准入、监管名录和监管平

台； 为尤溪县设计并提供农业物联网示

范、应用、推广的核心技术与解决方案，

建立符合尤溪县农业应用需求的农业物

联网基础软件平台和应用服务系统；为

尤溪县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提供重

要技术支持；积极开展农业农村信息化

培训、农业政策辅导等工作；尤溪县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上农信在其境

内开展农业信息化的相关业务。 本协议

为框架协议，具体合作事项需另行签订

相关协议或合同。

江淮动力表示，本次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签订，有助于上农信业务模式的

转变和市场能力的提高。 如本协议能得

到有效推进，通过与尤溪县的全面合作，

上农信可积累农业农村信息化整体服务

的经验和运营能力，将有效提升上农信

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中石化沙特延布炼厂

进入商业化运营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证券报记者1月20日从中国石化

集团获悉，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首个海外炼化项目———沙特

延布炼厂的首批30万桶柴油装船， 正式

进入商业化运营阶段。 目前，延布炼厂公

用工程及常减压蒸馏、 延迟焦化等装置

已顺利开车，剩余装置正陆续投料试车，

这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商业运营阶段。

沙特延布炼厂项目是中国石化首个

海外炼化项目， 也是中国在沙特最大的

投资项目， 由中国石化与沙特阿拉伯石

油公司（沙特阿美）合资兴建，总投资近

100亿美元。 2012年初双方签订合资协

议， 中国石化、 沙特阿美分别持股

37.5%、62.5%。

沙特延布炼厂项目位于沙特西部延

布市附近的石油化工工业区， 以沙特重

油作为原料， 设计加工能力达40万桶/

日（约2000万吨/年）。 主要从事汽油、

柴油及石油焦、硫磺、苯等产品的生产与

销售。 项目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HSE

标准和生产运行管理标准均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 生产的汽柴油质量可满足美国

标准和欧五标准。

延布炼厂项目将在当地增加培训与

就业机会，促进当地工业和经济发展，惠

及当地居民。同时，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石

化与沙特阿美的合作关系， 并使中沙两

国关系获益。

据悉， 中国石化与沙特阿美在天然

气勘探、炼油、石油贸易、工程服务等领

域均有实质性的合作。此前，中国石化与

沙特阿美等在我国福建省投产了福建炼

化一体化合资项目， 目前生产运行成效

显著，并形成“榕树效应” ，带动当地形

成石化产业群和下游产业链。

吉林加快推进

医药健康支柱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吉林省政府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

进医药健康支柱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 意见提出，重点做强现代中药、化

学药、生物药三大主导板块，积极做大

生物健康材料与保健食品、 医疗器械、

制药检测仪器与设备、 医药商业与流

通、医疗健康与服务五大潜力板块。 到

2017年， 医药健康产业实现增加值930

亿元，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意见提出， 培育一批骨干企业和若

干产业集群。 吉林将以全省医药健康领

域21户示范企业、73户高新技术企业、

72户创新型科技企业为重点， 加快培育

具有资源集聚力、市场竞争力、行业影响

力的龙头企业。加快推进西点药业、华康

药业、长白山制药等企业上市步伐。

吉林还将加快医药高新技术特色产

业基地（园区）建设。 优先支持通化国

家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构建

面向医药健康产业集群的电子商务服务

平台，打造医药健康产品生产制造基地。

积极推进梅河口、辽源等省级医药高新

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园区和产业集群建

设。适时新建保健食品、医药物流等2-3

个省级医药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园

区），推进集群化发展。

证券简称 主营产品类型 2014年业绩预告摘要

预告净利润

变动幅度(%)

2014年前三季营

业收入（百万元）

2014年前三季营

业收入同比（%）

2014年前三季

净利润（百万元）

2014年前三季

净利润同比（%）

山东墨龙

传动设备、发动机设备、钢

管类、轻型工程机械、型钢

类、专用设备与零部件

净利润约

1000

万元

~1500

万元

108.5362 1,946.1668 16.0443 10.0746 -75.1467

杰瑞股份 专用设备与零部件

净利润约

128075

万元

~157631

万元

,

增长

30%~60%

60.0000 3,615.1990 35.5480 1,038.3845 46.1786

惠博普 勘探采油设备及配件

净 利 润 约

13386.83

万 元

~

16476.1

万元

,

增长

30%~60%

60.0000 918.8365 56.9376 85.2586 34.1132

海油工程 海洋石油工程服务 增长

50%

以上

50.0000 15,306.9679 18.4107 2,592.5534 95.0262

神开股份

工程仪器仪表、 轻型工程

机械、油田服务

净利润约

6231.5

万元

~7931

万

元

,

增长

10.00%~40.00%

40.0000 501.7478 -12.2721 54.9106 9.6702

准油股份 油田服务

净利润约

800

万元

~1200

万元

,

增长

-20.80%~18.80%

-20.8000 270.7474 1.0655 3.2961 -2.3745

仁智油服 油田服务

净利润约

0

万元

~600

万元

,

下

降

81.90%~100.00%

-100.0000 301.9479 -20.1926 -18.7897 -173.9735

宝德股份 监控器材及系统 能够实现扭亏为盈

61.0607 139.3731 8.4448 176.3874

■ 年报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