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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 

  

 
数字平台搭建全产业链，贝克休斯为全球首家 

——海外油服巨头三部曲之三 
 

   行业专题  

      ◆油服三巨头之贝克休斯再腾飞。贝克休斯（Bakerhughes）以钻井技术起家，

2017年与通用电气公司的油气业务进行合并，重组为“贝克休斯、通用电气子

公司”（Baker Huges，a GE company），即“新贝克休斯”（“BHGE”），成

为涵盖上中下游全领域产业链的油服巨头，从海底到“云”端，提供一体化油

田产品、服务和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全方位服务。此次合并后，新贝克休斯将自

己定义为全球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全领域数字化油服公司。从业务来看，新贝

克休斯分为五大业务板块：上游板块、中游板块、下游板块、工业板块和数字

化板块，其业绩按照四大业务部门（油田服务、油田设备、涡轮机械和过程解

决方案、数字解决方案）进行报告。目前，新贝克休斯在 120 多个国家开展业

务，拥有员工约 67000名，总部设在伦敦和休斯顿。2018年贝克休斯的全年总

收入为 228.77亿美元，相比 2017年 171.79亿美元增长了 33%，经营利润率

为 6.1%。 

 

◆三大独特竞争优势铸就增长新引擎 

（1）纵向一体化服务模式：目前全球几大油服公司的业务都主要限于上游领域。

而贝克休斯实现了上中下游全领域覆盖，可以说是“全能型”油服公司。在上

游勘探开发领域，贝克休斯与斯伦贝谢、哈利伯顿、威德福等各擅胜场，基本

差别不大。但是，在中下游尤其是天然气液化和天然气发电方面，贝克休斯的

优势极为明显。贝克休斯的纵向一体化发展战略能起到终端带前端的效果。贝

克休斯的全领域服务能力既能减少协调问题，加快项目建设，又能统筹上中下

游规划安排，实现纵向协同效应。 

（2）独立数字化板块：独立的数字化板块是贝克休斯与其他油服公司的最重要

的区别和最大的创新点。依托于 GE的 Predix工业物联网操作平台，利用特色

传感设备，加上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AI，实现信息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双向互动，

从而实现数字技术跨越物理界限在上游油气勘探开发生产领域的应用。BHGE 

Digital 是公司的石油产业物联网（IoT），贯穿于上中下游各个领域，实现全产

业链的无缝连接，减少项目协调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 

（3）跨界技术融合环保理念：贝克休斯承诺到 2030 年将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

减少 50%，到 2050 年实现排放零增长。这就意味着，公司未来要加大创新技

术组合来帮助客户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此，公司创新多项既能带来业绩增

长又能节约能源的技术产品，包括 LUMEN 甲烷检测系统、模块化天然气处理

方案、flare.IQ™燃料优化系统等。具有代表性当属 LM9000型航空改型燃气轮

机，此机器来自于通用电气为波音 777飞机引擎制造的 GE90-115B型轮机，现

在被应用于液化天然气（LNG）中，市场反馈效果极佳。技术的跨界应用不仅

践行了公司的环保理念，同时带来了业绩增长的新契机。 

 

◆风险提示：油服行业景气状况不及预期；公司业务转型的压力；公司经营管

理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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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聚焦 

研究背景 

正如我们在前两篇报告中提到的，油服行业整体回暖，行业景气度正逐

步提升。OPEC+深化减产以及中美贸易关系的改善等诸多因素推动国际油价

回升，同时，国内政策大力支持油气勘探开发活动，油气公司资本支出不断

增加，利好国内油服行业。在此背景下，对海外油服巨头进行研究，借鉴他

们的成功经验，对国内油服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我们在前两篇报告中对海外油服巨头斯伦贝谢和哈利伯顿进行了研究，

本篇报告将聚焦于另一油服巨头贝克休斯，2017 年 7 月贝克休斯与通用电

气公司的油气业务进行合并，成为全世界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全领域数字化

油气工业公司——贝克休斯、通用电气子公司，即“BHGE”。  

回顾贝克休斯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其与斯伦贝谢和哈利伯顿存在这样

一些共同点：以某一特定技术起家，发展百年，凭借技术优势占领国际市场；

适时实施并购重整战略，完善产业链布局；注重研发创新，保持技术优势，

实现持续地内生增长。 

同时，贝克休斯存在有别于其它油服的独特竞争优势： 

 纵向一体化服务模式：目前全球几大油服公司的业务都主要限于上游领

域。而贝克休斯实现了上中下游全领域覆盖，可以说是“全能型”油服

公司。在上游勘探开发领域，贝克休斯与斯伦贝谢、哈利伯顿、威德福

等各擅胜场，基本差别不大。但是，在中下游尤其是天然气液化和天然

气发电方面，贝克休斯的优势极为明显。贝克休斯的纵向一体化发展战

略能起到终端带前端的效果。贝克休斯的全领域服务能力既能减少协调

问题，加快项目建设，又能统筹上中下游规划安排，实现纵向协同效应。 

 独立数字化板块：独立的数字化板块是贝克休斯与其他油服公司的最重

要的区别和最大的创新点。依托于 GE的 Predix工业物联网操作平台，

利用特色传感设备，加上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AI，实现信息世界和物理世

界的双向互动，从而实现数字技术跨越物理界限在上游油气勘探开发生

产领域的应用。BHGE Digital是公司的石油产业物联网（IoT），贯穿于

上中下游各个领域，实现全产业链的无缝连接，减少项目协调时间，提

高工作效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 

 跨界技术融合环保理念：贝克休斯承诺到 2030 年将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量减少 50%，到 2050年实现碳排放零增长。这就意味着，公司未来要

加大创新技术组合来帮助客户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此，公司创新多

项既能带来业绩增长又能节约能源的技术产品，包括 LUMEN甲烷检测

系统、模块化天然气处理方案、flare.IQ™燃料优化系统等。具有代表性

当属 LM9000型航空改型燃气轮机，此机器来自于通用电气为波音 777

飞机引擎制造的 GE90-115B型轮机，现在被应用于液化天然气（LNG）

中，市场反馈效果极佳。技术的跨界应用不仅践行了公司的环保理念，

同时带来了业绩增长的新契机。 

本报告将对贝克休斯进行全面分析，旨在深入了解贝克休斯的发展历程、

业务模式和核心竞争力，为国内油服的发展提供借鉴。 

万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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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服行业巨头较量，新贝克休斯再腾飞 

石油产业链一般分为上、中、下游三大领域。上游一般包括勘探、开发

和生产；中游主要是进行石油的储运；下游的主要任务是石油的加工和销售，

包括炼化、化工和销售三个环节。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

爆发，带来了整个石油产业链的景气发展，自然给处于石油产业链上游的油

服公司带来了巨大增长机会。  

2017年 7月，成立 110周年的贝克休斯与成立 125周年的通用电气公

司旗下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的合并，重组为“贝克休斯，通用电气子公司”

（Baker Huges，a GE company），即“新贝克休斯”（ “BHGE” ），成

为涵盖上中下游全领域产业链的油服巨头。而 GE与贝克休斯继续运营原有

业务，目前，两者分别持有新公司 50.39%和 38.49%的控股权。 

此次合并后，新贝克休斯成为第一家被行业外集团跨界控制的巨头，给

油服行业的发展理念、管理模式、技术创新等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目前，

新贝克休斯在 120 多个国家开展业务，拥有员工约 67000 名，总部设在伦

敦和休斯顿。 

从三家巨头的资产规模情况可以看出，在 GE与贝克休斯合并前，贝克

休斯的资产规模最小，而在合并后，新贝克休斯的资产规模远超哈利伯顿，

仅次于斯伦贝谢。 

图 1：贝克休斯与同行资产规模对比（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三家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1.1、钻井技术起家，并购布局全产业链 

新贝克休斯的发展历史要追溯到 20世纪初。1907年里约本·贝克开发

出一种套管靴，革新了原来的钢线绳冲击钻具钻井方法；1909年，霍华德·休

斯首次引入牙轮钻头，大大改善了旋转钻井效率。在随后近 80年的发展中，

贝克公司和休斯公司各自成为石油业完井、钻井工具及相关服务方面的佼佼

者，两家公司于 1987年合并，形成贝克休斯公司。 

此后，贝克休斯又收购整合了一系列的油田技术公司，包括：Brown Oil 

Tools, CTC, EDECO, Elder Oil Tools (完井服务); Milchem and Newpark (钻

井液); EXLOG (泥浆录井); Eastman Christensen and Drilex (定向井钻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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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头); Teleco (随钻测井); Tri-State and Wilson (打捞工具及服务); Centrilift 

(人工举升); Aquaness, Chemlink and Petrolite (化学药剂); Western Atlas 

(地震勘探及录井)。2000年，贝克休斯还与行业巨头斯伦贝谢建立了合资企

业Western Geoco（西方奇科），通过纵向合并收购不断发展其上游产业链。 

2014年，贝克休斯收购了开发油田数据传输和分析软件的 Perfomix公

司，增强了贝克休斯在工具集成、数据实时监控及分析的现代化、可视化、

标准化平台方面的竞争力。2014年 11月，哈利伯顿拟以 346亿美元收购贝

克休斯，但由于反垄断机构的反对，最终以哈利伯顿出资 35 亿美元解约，

并于 2016年 5月终止合并。2016年 10月，通用电气公司与贝克休斯达成

并购重组协议，通用电气将旗下 GE 油气和 74 亿美元现金与贝克休斯组建

合伙企业。2017 年 7 月合并正式生效。自此，新贝克休斯成为全领域与数

字化油田技术供应商。 

通用公司与贝克休斯的“联姻”给全球工商业尤其是油服行业造成了

巨大的震动。分析二者合并动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财务诉求。GE 是一家多元化的科技、媒体和金融服务公司，其

在石油和天然气业务方面有超过 20年的经验。但在 2014年油价下跌以来，

GE 的油气业务收入持续下滑，在公司业务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需依靠裁

员和业务整合来平衡财务收支情况。而贝克休斯作为油服“三巨头”之一，

在钻井、完井等石油产业链的上游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行业地位，

同样受石油价格低迷的影响，公司业务情况一度不乐观，处于连续亏损状态。

因此，合并满足了双方的财务诉求。 

第二，战略层面。并购是 GE油气业务实现跨越发展的首要战略。2016

年年初油价企稳且低位震荡对于 GE来说是一个收购和拓展业务的大好时机，

在此之前 GE 已着手剥离了旗下价值 3630 亿美元的大部分金融业务，以期

更加专注于高端制造业，确保其保持有足够的现金实施并购战略。并购对于

贝克休斯来说也是重大利好，GE 在材料、电子等领域的绝对优势，可以帮

助贝克休斯提升在尖端油服技术领域的地位。因此，并购符合两家公司互利

共赢的发展战略。 

第三，经营层面。GE 油气的优势在于差异化的产品和领先的技术，贝

克休斯主要从事油气田总包服务，作为以钻井技术起家的公司，其在钻井领

域有绝对的话语权。GE 可以利用贝克休斯的上游技术服务和市场优势为客

户提供油气田开发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创造协同价值。更重要的是，GE

油气希望借助贝克休斯的市场影响力，将旗下的 Predix云工业平台推广成为

未来油气行业的操作标准，而贝克休斯可以利用 GE的数字化改进自己的服

务。所以，从经营层面来看，二者的合作有较强的互补性。 

1.2、四大部门统辖五大板块，全领域服务一体化 

从业务来看，新贝克休斯分为四大业务部门： 

1.油田服务（OFS） 

该部门为上游行业提供产品和服务，包括油井建设、生产和综合油井服

务，以及中游运输和下游加工的化学品。OFS通过卓越的深度行业专业知识，

先进的数字和分析工具帮助客户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效率，并管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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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门客户包括大型综合石油及天然气公司、美国和国际独立石油及天然气

公司、国家或国有石油公司以及油田服务公司。 

2.油田设备（OFE） 

油田设备（OFE）部门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组合，以促进从海底井口

到地面生产设施的碳氢化合物的安全可靠流动。OFE运营部门为浮式生产平

台设计制造陆上和海上钻井与生产系统及设备，并提供与陆上和海上钻井活

动相关的全方位服务。OFE部分包括深水钻井设备、海底生产系统（SPS）、

柔性管道系统、陆上井口和相关服务解决方案。 OFE 提供 SPS 和先进的

柔性管产品，包括立管、流线、流体输送管线和跳线，适用于各种操作环境

下的海底和 FPSO（浮式生产储存和卸载）生产。 

OFE的关键竞争领域是大口径气田、深水油田和具有较长回程距离的油

田。除了在其他海底区域（包括高压高温（HPHT）领域）的强大实力外，

OFE的产品线生产系统是业内最可靠的，关键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时间超过

99.8%。 

3. 涡轮机械和过程解决方案（TPS） 

该部门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机械驱动、压缩和发电应用提供设备和相

关服务，以及为下游行业提供服务的产品和服务，包括炼油、石化、分布式

气体、流量和过程控制以及其他工业应用。TPS部门是设计、制造、维护及

升级石油和天然气、石化与工业领域旋转设备的领导者。TPS部分包括驱动

程序、驱动设备、流量控制和交钥匙解决方案。TPS 的客户涵盖上中下游，

且规模由小到大不等。 

4. 数字解决方案（DS） 

DS部分包括状态监测、检测技术、测量、传感和管道解决方案。DS通

过用行业领先硬件技术的测量和控制业务，以及利用最佳云服务的软件业务，

包括 GE的 Predix应用开发平台来实现工业物联网。 

DS 部门通过提供绩效管理和资产状况监控，帮助公司监控和优化工业

资产，同时降低风险并提高安全性。它还为客户提供技术能力，推动企业范

围的业务流程数字化转型。该部门致力于整个石油和天然气价值链的更好的

增长。 

从产业链的角度，新贝克休斯的业务分为上游、中游、下游、数字化和

工业五大业务板块。其中每一大板块细分为子业务板块，每一子业务又有其

各自的服务领域。公司业务最大的特色是 GE的 Predix云工业平台贯穿全产

业链，这种技术的跨界应用给油服行业带来了发展潜力和挑战。 

目前，公司具体业务板块和其细分领域如下： 

表 1：新贝克休斯的主要业务板块和其细分业务 

板块 子板块 业务领域/产品和服务 

上游板块 评价子板块 

 

钻井子板块 

 

完井子板块 

 

测井、取芯、地质、油藏分析、

咨询  

钻具、钻修井服务、钻井液、

固井、打捞 

井筒建设、分段完井、射孔、

井筒干预、井口装置、地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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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子板块 

 

 

 

置、水下装置 

人工举升、生产监测与优化、

特殊生产化学品、井筒干预、

处理与控制、水下生产 

中游板块 液化天然气子板块 

 

油气管线子板块 

液化天然气生产、液化、再气

化和储存的全过程 

管线建设、维护、优化 

下游板块 特殊化学品制造子板块 

化工设备制造安装子板块  

 

水处理业务子板块 

 

操作助剂、燃料添加剂 

炼油厂、化工厂、化肥厂相关

设备 

沸水冷却、废水处理和锅炉水

回收 

工业板块 能源和动力设备制造 

 

轮机、压缩机、监测器、控制

器 

数字化板块 四类数字化管理系统产品 

 

 

专门解决方案软件  

资产绩效管理系统、智慧流系

统、预测性腐蚀管理系统、服

务强化系统 

上游、中游、下游、工业各板

块相关软件 

资料来源：曾涛《新贝克休斯数字化与纵向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2017年，光大证券研

究所 

1.3、四大部门业绩稳定，市场环境助力公司盈利 

2018年新贝克休斯的全年总收入为228.77亿美元，相比2017年171.79

亿美元增长了 33%，经营利润率为 6.1%。其中，40%的收入来自设备销售，

60%来自服务。全年总计确认订单 239.04亿美元，42%的订单来自于设备，

58%来自服务。总收入的增长主要受到油田服务部门推动，数字解决方案部

门收入的增长抵消了油田设备和涡轮机械部门收入的减少。  

从利润变化趋势来看，2015 年利润的减少主要由于石油市场的低迷，

2016年油价企稳回升带来了公司的业绩回升。2017年利润的大幅下降主要

由于 4.12亿重组和减值费用以及 3.73亿与合并相关的费用的增加。 

图 2：贝克休斯 2014-2018年营业总收入（百万美元）  图 3：贝克休斯 2014-2018年净利润（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从原油市场来看，2016-2018年油气价格和全球钻井平台的数量呈逐年

上涨趋势。在 2018 的前三个季度，新贝克休斯的北美和国际市场都保持稳

定，虽然在 2018年第四季度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近 40%，导致了客户的不

确定性增加。从海上的角度看，2018 年在全球需求增长的推动下，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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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大型海上项目达成最终投资决定，液化天然气市场景气度提升。此外，

北美第一个大型液化天然气项目投资决定在 2018年达成。 

贝克休斯钻井平台数据一直是钻井行业以及供应商的重要商业晴雨表。

从 1944 年以来，贝克休斯一直向公众提供钻机数量。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数

量为每周编制，国际钻机平台数为每月编制一次。当钻井平台活跃时，油服

行业的勘探和开采活动相应增加，这反过来又受市场对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

的当前和未来预期的影响。从 2016-2018年油气价格和钻井数来看，随着油

价回暖，钻井数相应增加，从而带动油服行业的景气回升。  

图 4：2016-2018年油气价格变化趋势（美元/桶，

MMBtu） 

 图 5：2016-2018年全球钻井数变化趋势（个）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根据市场和客户的性质，新贝克休斯通过四个运营部门报告其运营结果：

油田服务（OFS）、油田设备（OFE）、涡轮机械和过程解决方案（TPS）和

数字解决方案（DS）。 

图 6：四大运营部门营业收入（百万美元）  图 7：四大运营部门营业利润（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从各部门来看，OFS 部门全年收入为 116.17亿美元，比 2017年增加

57.36 亿美元，主要是由于贝克休斯 2018 年收入的增长。OFS 部门 2018

年营业利润为 7.85亿美元，2017年为 6700万美元，与 GE油气合并的协

同效益推动了营业利润的增长。另外，由于公司注重中东和北美市场也带来

这两个市场收入的增长。在中东，2018 年公司与沙特阿美公司、卡塔尔石

油公司取得了重要合作胜利，OFS部门赢得卡塔尔有史以来最大的油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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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并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建立了首个合作伙伴关系。在

北美，钻井产品组合提供了强劲的性能，屡次破纪录的 Talon™钻头更是提

高了钻井效率和服务水平。 

OFE部门 2018年收入为 26.41亿美元，比 2017年减少 2000万美元，

即 1%。这一减少主要是由于柔性管业务量下降所致。海底生产系统业务中

较低的履约义务水平，部分抵消了地面压力控制和服务业务的较高产量。 

TPS部门 2018年收入为 60.15亿美元，比 2017年减少 2.8亿美元，

即 4%。这一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游部门提供服务的业务量下降影响了下游。

TPS部门 2018年的营业利润为 6.21亿美元，2017年为 6.65亿美元。盈利

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销量下降和负的成本生产率。 

DS部门 2018年收入为 26.04亿美元，较 2017年增加 2.62亿美元，

即 11%，主要是由于新贝克休斯在 2018年的收入增加。营业利润为 3.9亿

美元，而 2017年为 3.57亿美元。盈利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正的成本生产

率，包括协同效益。 

1.4、灵活调整计划，未来盈利可期 

季度表现佳，重大合同带来增长潜力 

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业绩表现良好，除了 Q3税前净利润与去年同期基

本持平，各季度营业收入和税前净利润环比均有所增长。19年前三季度营业

收入增加了 8.78亿美元，增幅为 5%，主要是受到油田服务（OFS）和油田

设备（OFE）活动增加的推动。OFS增加了 10.43亿美元，OFE增加了 2.44

亿美元，部分抵消了涡轮机械和过程解决方案（TPS）减少的 3.29亿美元和

数字解决方案（DS）减少的 8000万美元。 

图 8：2018和 2019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对比（百万美元）  图 9：2018和 2019前三季度税前净利润对比（百万美

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从部门表现来看，与 2018年前三季度相比，OFS部门 2019年前三季

度收入增长 10.43亿美元，增幅为 12%，这是国际活动增加的结果，国际钻

机数量有所增加；OFE 部门 19 年前三季度收入增加 2.44 亿美元，增幅为

13%，海底生产系统业务和海底服务业务的增加推动了这一增长；TPS部门

19 年前三季度收入为 39.04 亿美元，下降了 3.29 亿美元，降幅 8%，设备

安装量减少、2018年 10月出售天然气解决方案业务以及 2019年 7月出售

高速往复式业务是导致收入下降的原因；DS 部门 19 年前三季度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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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万美元，降幅 4%，主要是由于 Bently、controls和软件业务的业务量

减少。 

按地区来看，2019 年前三季度，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收入为 128.7 亿

美元，占总收入的 73.58%，比上年同期增加 9.76亿美元；美国地区收入为

46.21亿美元，占总收入的 26.42%，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9700万美元，这是

由于美国活动减少，钻机数量下降所致。 

图 10：新贝克休斯部门收入季度性对比（百万美元）  图 11：新贝克休斯地区收入季度性对比（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公司在 2018 年第四季度完成了多项重大合作，带来巨大增长潜力，包

括赢得沙特阿美公司的主要常规增产和测试合同，以提高沙特阿拉伯传统油

田新井和现有油井的产量；获得 ONGC 98/2项目的海底合同，包括 34个深

水和其他海底设备和服务；为加拿大 LNG 厂提供模块化涡轮压缩机技术的

安全合同;赢得了为加拿大Coastal GasLink管道项目提供涡轮机械设备的合

同。 

灵活现金和支出计划，应对未来市场不确定性 

充足的现金流是公司临时偿付及未来履行合同义务的有力保障。新贝克

休斯的目标是维持充足的现金及保证财务的灵活性。截止 2018年 12月 31

日，公司的现金及其等价物和受限制现金总计 37.23亿美元，包括 GE持有

的 7.47亿美元、子公司的 7亿美元和海外子公司的 23亿美元。目前公司外

国子公司持有的现金大部分都投资于非美国业务，但考虑到税收等因素，公

司决定将这些现金灵活处理，如有需要，再将其运回美国。 

2017年 11月，BHGE LLC签订了商业票据计划，根据该计划，BHGE 

LLC可能会不定期发行高达 30亿美元的商业票据，期限不超过 397天。截

至 2018年 12月 31日，从商业票据计划来看，公司没有未偿还的借款。根

据 2017年信贷协议和商业票据计划，公司的循环授信额度为 30亿美元，足

以为公司提供充足的资本资源和流动资金以备不时之需。 

表 2：2016-2019年现金使用情况（百万美元） 

现金流 2016 2017 2018 2019Q1-3 

经营性 262 -799 1762 769 

投资性 -472 -4123 -578 -659 

融资性 -102 10919 4363 -996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从近四年现金使用情况来看，对于经营活动，2016-2018年产生的现金

0

2000

4000

6000

8000

OFS OFE TPS DS 总额 

0

2000

4000

6000

8000

美国 其他地区 总额 

http://ipoipo.cn/


2020-02-12 石油化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2- 证券研究报告 

 

流分别为 2.62 亿美元、-7.99 亿美元和 17.62 亿美元。2017 年现金流减少

了 10.61亿美元，主要是由于公司结束了第四次应收账款货币化项目和支付

与重组相关的费用，如员工遣散费等。2018年现金流增加了 25.61亿美元，

主要是受到经营业绩改善的推动。2019 年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为 7.69 亿美元，主要来源于对某些非现金项目(折旧、摊销和高速往复压

缩业务的销售损失)的调整所产生的净收益。 

对于投资活动，2016-2018年产生的现金流分别为-4.72亿美元、-41.23

亿美元和-5.78 亿美元。投资活动主要是为资本支出提供资金，以确保公司

拥有适当水平、类型的机械和设备，以从运营中产生收入。2017 年，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还包括在收购贝克休斯时支付给前贝克休斯股东的特别

股息 74.98 亿美元，净收益 41.33 亿美元。2019 年前三季度投资性现金流

为-6.59亿美元，资本资产支出为 8.73亿美元。 

对于融资活动，2016-2018年产生的现金流分别为-1.02亿美元、109.19

亿美元和 4363万美元。2017年融资性现金流的较高水平主要是由于重组活

动，通用电气出资 74 亿美元向前贝克休斯股东支付特别股息，此外公司还

通过私募发行债券创造了 39.5亿美元的融资性现金流。2019年前三季度融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为-9.96亿美元，其中偿还短期债务 1.91亿美元，向 A

类股东支付股息 2.24亿美元，向通用电气分配 4亿美元，以及用 2.5亿美元

现金回购并注销了 BHGE LLC的 B类普通股。 

另外，公司测算了 2019-2023年的现金支出计划和重大合同事项，具体

情况如下：  

表 3：公司未来合同义务（百万美元） 

项目 总计 少于 1年 1-3年 4-5年 5年以上 

总债务和融资

租赁债务 

6989 942 562 1272 4213 

利息支出 3716 239 473 404 2600 

经营性租赁 846 186 262 132 266 

收购义务 1507 1388 86 25 8 

总计 13058 2755 1383 1833 7087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2、全领域模式优势明显，新贝克休斯成行业唯一 

区别于斯伦贝谢的横向一体化发展战略，即通过加强上游勘探开发生产

领域的实力来提高各个专业线的技术水平，贝克休斯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

即致力于打造一个围绕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从前端开采到终端利用的上下游

全产业链。斯伦贝谢的扩张重点在于“精”，而贝克休斯的扩张重点在于

“全”，通过与 GE油气业务合并，使它能够满足与油气行业相关的一切需

求。 

2.1、纵向一体化业务模式，公司核心竞争优势凸显 

贝克休斯将自己打造成全世界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全领域油气工业公

司，统辖 5大业务板块，在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提供产品和服务，同时在价

值链的每个环节实现成本和风险最小化。 

重整上游业务，增强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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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贝克休斯上游板块几乎等同于与 GE 油气业务合并前的原贝克休斯，

拥有百年积累的核心技术、优势产品和高质量服务。与 GE油气业务合并后，

贝克休斯将上游业务重组为评价、钻井、完井和生产四个子板块。 

评价子板块在贝克休斯原业务的基础上加入了 GE油气的电缆测井业务，

钻井子板块在贝克休斯最核心业务线的基础上加入了上 GE油气的钻机设计

和装备制造业务，这两个板块业务的重整有助于客户更好地了解储层，提高

采收率。完井子板块由贝克休斯和 GE油气的相关业务共同组成，有助于提

高油气井完成质量、缩短完井时间并尽其所能地做到环保。生产子板块在贝

克休斯原业务的基础上补充了 GE油气的地面设备和水下设备制造业务，人

工举升业务有望成为行业第一。 

中、下游与工业板块紧密结合 

除了泵机制造等业务，新贝克休斯的中游、下游与工业板块几乎全部来

自 GE油气的业务和资源，三个板块关联紧密，以产品带动服务、服务提升

产品的影响机制使市场规模不断扩张，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为客户提供多样服务。新贝克休斯围绕产品提供多种服务，包括

相关建设、安装、试车、维护、监测、培训等常规和特种服务。公司不断创

新开发出的多样服务模式既使工业板块更有竞争力，又为中游、下游板块创

造出一个持续稳定、高利润率的收入来源。 

第二，满足客户特殊需求。新贝克休斯根据客户的需求和痛点，以强大

的设备研发制造能力为支撑，不断推出大量特种产品和服务。例如，FLO减

阻剂能够在不影响管线中汽柴油流速的同时，使流动阻力减少 50%以上，

进而降低输油泵机耗能情况，大幅减少管线运营成本；对于炼厂在合同之外

使用价格较低的机会原油，但因不熟悉原油成分造成产品、设备损失的情况，

推出原油管理服务，为客户提前进行机会原油的脱盐和去杂质工作。 

第三，重点发展天然气发电相关业务。新贝克休斯把握清洁能源发展的

广阔前景，大力推动天然气发电设备制造和安装服务的发展。具体来说，拓

展产品类型，发挥各类产品的性价比优势；创造模块化产品，尽可能在工厂

中集成各类设备组件，实现“即插即用”；工业板块保留部分金融服务业务，

能够帮助客户通过融资租赁等方式快速实现资源利用。 

独立数字化板块是最大创新点 

数字化板块全部来自 GE油气的相关业务，根据 GE的数字化转型理念

和现有业务的性质，将发展重点集中在设备故障预测、生产优化和资产周转

三个方面，是新贝克休斯为油服行业带来的最大创新点。 

新贝克休斯数字化板块的独立性体现在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两个维度。

在业务管理维度，数字化板块与上游、中游、下游和工业板块并列为公司五

大业务板块。在财务管理维度，数字化解决方案板块与油田服务、油田设备、

涡轮机械及过程解决方案并列为四大市场板块。 

2.2、数字平台贯穿全领域，助力纵向一体化服务模式 

新贝克休斯的数字化板块以通用电气 Predix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基础，根

据不同的管理要求开发各类数字化管理系统，再与其他板块各类业务的专门

解决方案软件相结合，形成全面覆盖、特色鲜明的数字化业务集群，有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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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各个工种和业务板块之间的壁垒，实现设备互联、信息互通和全面控制，

解决油气勘探开发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图 12：全产业链、数字化和 Predix工业平台的搭建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公司上游致力于通过物理和数字的结合帮助客户从储层中获得最大价

值，降低资本支出和经营性支出，用更加智能的方法来提升上游生产力水平。

其中，上游领域主要应用两大领先技术：一是致密油 EOR 系统，该系统能

在现有的基础设施下，通过定制系统和服务，提高最终油藏采收率。二是

Blue-C技术，该技术是行业首个传统海上平台替代方案，用以提取边缘海底

和深水区域无法回收的资源，另外，公司通过集成压缩机生产（ICL）来实

现无人值守操作，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在中游领域，无论是海上还是海外，需要更高的效率和规模要求。新贝

克休斯在数十年的液化天然气和管道设备和服务经验的基础上，利用脉冲汽

轮机、反应式汽轮机、ServiceMax系统三大技术优化 LNG的液化、气化存

储过程和提高管道存储和压缩的效率。 

在下游领域，效率、可靠和安全对于炼油厂和石化厂至关重要。新贝克

休斯为炼油厂和石化业务提供全方位的化学、机械、数字和服务解决方案。

公司努力地用强大的数字工具解锁更多价值，降低成本并提高生产力。 

2.3、纵向一体化发展初见成效，引领行业发展新方向 

打造完整产业链，以“全”取胜 

新贝克休斯的发展战略是打造一个从前端生产到终端利用的石油天然

气资源的完整产业链，以纵向一体化服务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具体包括上

游勘探开发生产、中游 LNG 生产和油气管线建设、下游炼厂建设和化学品

制造、工业能源动力设备制造和数字化信息产品研发服务的全领域业务。新

贝克休斯发展战略的重点在于“全”，即能够满足客户有关石油天然气的一

切需求，因此，新贝克休斯的目标客户主要是规模较小、行业经验有限的公

司，尤其是那些依托于私募基金，仅涉及一两个高风险项目的新兴公司。 

例如，2017年 8月，新贝克休斯与 Twinza石油公司签订协议，为巴布

亚新几内亚 Pasca A海上天然气田提供全领域一体化服务，这也是新贝克休

斯获得的第一个全领域纵向一体化项目。新贝克休斯调用各个业务线，为这

个海上气田提供评价和开发阶段的钻完井、生产服务，并为其提供天然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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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压缩、轮机、水下控制设备的制造、安装、维护以及金融服务，实现天

然气从地下到水上，从井口到出口的无缝衔接。 

Twinza石油公司可以作为新贝克休斯目标客户的代表，其主要投资者是

油气风险投资私募基金 Kerogen Capital，这个私募基金在全球投资了十多家

小型油气勘探开发公司。无论是这些新兴小型油气勘探开发公司还是其背后

的私募基金都缺乏油气行业相关经验和运营管理能力，亟需新贝克休斯的帮

助。未来，油服巨头新贝克休斯向一大批小型勘探开发公司提供一站式纵向

一体化服务，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减轻协调成本和营运风险，加快从投资到回

报的转换速度，这将成为一种常态。 

终端带动前端，突显竞争优势 

新贝克休斯的纵向一体化发展战略还能够起到终端带前端的作用。在上

游勘探开发领域，新贝克休斯与其主要竞争者斯伦贝谢、哈利伯顿等各有所

长，水平相当。但是，在中下游尤其是天然气液化和发电方面，新贝克休斯

与主要竞争者之间是有和无的差别，竞争优势凸显。 

以终端利用为目标的客户，由于新贝克休斯在中下游业务的独特优势，

更倾向于将上游业务一并交给新贝克休斯，其全领域服务能力既可以减少协

调成本，推动项目整体建设效率，也可以统筹上中下游规划设计，实现终端 

出口或发电收益最大化。 

例如，2017 年 7 月，新贝克休斯获得伊拉克纳西里耶和格拉芙两个油

田的天然气回收一体化项目，包括从上游天然气采集、中游管道储运到下游

LNG加工以及工业发电的全领域业务，生产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满足本地

发电需求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 

商业模式创新，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在油服行业传统采购型模式存在弊端导致行业发展缺乏活力、利润率越

来越低的情况下，以斯伦贝谢和新贝克休斯为代表的油服巨头进行了商业模

式创新，提出结果驱动型承包模式，向客户提供包括多个业务线的一体化服

务，提高油服企业在油气开发项目中的参与度，进而增强盈利能力。 

贝克休斯另辟蹊径地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在全领域提供服务，与斯伦

贝谢的横向一体化服务进行差异竞争，取得出色成绩，为行业发展提供差异

化的新思路。 

3、跨界技术融入环保理念，增长契机新起点 

新贝克休斯的发展理念之一是用更智能的方法为世界带来能源，公司重

视人、社会、环境，努力做地球的管家。以钻井技术起家的贝克休斯，多年

来注重技术创新，特别是在 GE的油气部门与贝克休斯合并后，数字化和全

产业链的结合给油服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增长契机。这种数字跨物理和材

料、工程跨行业的应用大力地推动新贝克休斯未来的发展。公司的发展目标

不仅要为全球提供更好的能源服务，重要的是以保护环境、节约能源为前提，

为此公司大力地创新既能带来业绩增长又保护环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3.1、独立数字化板块，油服行业的创新价值实现 

独立数字化板块是贝克休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举措，也是它与其他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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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明显的区别所在。依托于 GE的 Predix工业物联网操作平台，利用特

色传感设备，加上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AI，实现信息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双向互

动，从而实现数字技术跨越物理界限在上游油气勘探开发生产领域的应用。 

BHGE Digital是公司的石油产业物联网（IoT）。运用 125年的石油和天

然气的经验，加上强大的数字化平台来最大化恢复生产、减少非生产时间、

提高安全性，实现了企业范围的数字化转型。Platform Enablement 技术支

持云和边缘功能，与公司现有的应用程序和系统集成，提供企业范围的可访

问性以及摄取和连接大量数据的能力。无论客户选择公共云还是私人云平台，

公司都会根据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包括 Google Cloud Platform，AWS，

Microsoft Azure或 GE Digital的 Predix）来保障一流的平台技术，满足客户

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结合 GE的 Predix工业物联网操作平台，新贝克休斯的数字化板块在数

据采集、机器学习、解决方案和网络安全四个方面迅速建立起优势。打破了

各个工种和业务板块的壁垒，通过云计算方式实现互联、互通。 

四大类数字化管理系统分别覆盖运营、储层、设备、作业四个重点领域，

起到流程控制作用。第一，资产绩效管理系统（APM）帮助运营商制定策略，

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和成本，并通过在设备故障发生前预测来大幅减少意外

停机时间。第二，智慧流系统（IntelliStream）监测和分析陆上油气生产情

况和油气井状态，优化采收方案，提高采收率，增加项目总收入。第三，预

测性腐蚀管理系统监测与工具、设备腐蚀相关的各种安全风险，优化工具设

备处理决策，降低运营成本。第四，服务强化系统（ServiceMax）为现场作

业人员和监督经理提供相关信息和指导，第一时间解决困难，提高作业效率。 

图 13：新贝克休斯独特的数字化板块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2018年初，新贝克休斯与 NVIDIA联合发布称推进 AI在油气部门的应

用。二者的合作主要是运用 NVIDIA 的 GPU 加速分析结合新贝克休斯的全

产业链和“数字化双子星”，致力于实现石油人工智能。Predix 平台附带的

“数字化双子星”项目（Digital Twins）可以对某个设备的整体或部分进行

数字化模拟，分析未来运行情况，最大限度减少非作业时间，降低风险损失。

它的最大创新点在于打破了数据信息之间的壁垒，使此前应用于一个专业甚

至一类设备的数据信息能够与其他全部信息进行真实的共同比对。通过数字

技术连接“物理”与“分析”两个领域，向工业设备规模定制化方向前进。 

GE的Predix工业物联网操作平台 

资产绩效管
理系统 

智慧流系统 
预测性腐蚀
管理系统 

服务强化系
统 

http://ipoipo.cn/


2020-02-12 石油化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7- 证券研究报告 

 

新贝克休斯通过 JewelSuite™储层和井建模软件、IntelliStream™软件、

APM软件、基于 AI的 Fit for Purpose解决方案、Platform Enablement等

一系列强大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合作伙伴生态系统，为客户提供集成的数字化

解决方案，推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向工业物联网进行快速发展，为油气行业

提供价值实现。 

3.2、研发&教育中心全球覆盖，新贝克休斯着眼长期发展 

研发&教育中心并行，满足行业需求 

新贝克休斯的研究和技术中心网络覆盖全球，每一细分研究领域都配备

专业的专家团队。公司的研究中心专注于基础研究和长期发展；区域技术中

心致力于应用开发和创新，以满足特定客户的需求；而产品技术中心构思和

开发新一代产品和服务。同时，公司践行以“人”为重的理念，重视员工教

育和获得感，成立了三大教育中心。这个强大的研发网络结合在一起，使公

司能从容应对行业短期和长期需求。 

公司目前共有 14大研发中心和 3大教育中心。 

表 4：新贝克休斯的全球十四大研发中心 

研发机构 负责领域 

人工举升研发中心 位于俄克拉荷马州克莱尔莫尔的人工升降机

研究和技术中心（ALRTC）负载在极端井下

条件下进行电潜泵（ESP）系统的研究和开

发。 

贝克休斯钻机实验测试区 位于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和路易斯安那州伯

锡尔市，负责对井下工具进行了全面的现场

测试。 

Celle技术中心（CTC） 位于德国，负责钻井系统、遥测和随钻测井

（LWD）系统的研究、工程和测试。该中心

还拥有生产技术和地热钻探的研发测试能

力。 

技术创新中心（CTI） 

 

位于休斯顿，致力于解决行业最严峻的完井

和生产技术挑战，包括建设高压/高温井，深

水完井和生产优化。 CTI的能力包括高压测

试单元，冶金研究实验室，复合材料和电子

设备，以及快速原型设备。 

化学技术研究实验室 位于德克萨斯州 Sugar Land和英国 Kirkby

的实验室。新贝克休斯科学家开发了特种化

学品和定制解决方案，以控制碳氢化合物生

产，运输和精炼过程中的问题。 

Dharhan研究与技术中心（DTC） 

 

位于沙特阿拉伯的创新生态系统中，致力于

第四次工业革命（4IR）解决方案。该研发机

构通过 AI、设计和制造的未来、能源可持续

性和非金属功能来加速数字化转型。DTC拥

有该国第一台 3D金属打印机，并与公司的

全球技术网络、区域运营商和学术界合作。 

能源创新中心（EIC） 位于俄克拉荷马市中心，是一个全面运营研

究、开发和风险投资设施的最先进的技术中

心。 

休斯敦技术中心 

 

位于休斯顿，它结合了新贝克休斯的电缆测

井和 MWD地层评估产品线的技术开发和制

造能力。 

纽卡斯尔创新中心（NIC） 位于英国，为柔性管道解决方案提供全面的

测试和认证，包括海底立管和柔性管道。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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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进行研究和开发，为超深水领域提供下一

代柔性管道。 

Pine Island射孔技术中心 

 

位于德克萨斯州亨普斯特德附近，为电缆和

管道输送射孔系统提供全面的研发、工程，

制造和测试资源。 

压力泵技术中心（PPTC） 位于德克萨斯州，它开发了高效且有效的压

力泵送解决方案，可减少水力压裂时间并优

化油井性能。 

里约热内卢研究与技术中心（RRTC） 位于里约热内卢，为整个拉丁美洲的复杂挑

战开发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包括深水

盐下储层。 

涡轮机械&过程解决方案研究中心 

 

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该中心支持开发具有

5-65MW功率范围的燃气轮机和离心式压缩

机以及创新的数字技术。 

伍德兰德钻头实验室 

 

位于德克萨斯州，主要使用先进的钻井模拟

器和测试设备进行钻头研究。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 14：新贝克休斯的三大教育中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公司在 2018 年进行商业化创新，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启动了一个功能

齐全的能源创新中心（EIC），该中心通过初创企业和孵化器网络将新技术进

行商业化处理。公司研发团队也与企业家和大学伙伴进行密切合作，为特定

需求或问题进行定制化方案，并迅速将技术推向市场。同时，还建立了与 EIC

相关的专业风险投资技术，通过创造更智能的方式为世界带来能源。 

注重研发创新，保障长期发展 

公司每年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2018 年研发支出 7 亿美元，同比增加

了 10%。在全球推出 100多个新产品&技术和 2700项专利。其中，具有技

术跨界应用典型范例的 LM9000 燃气轮机就是公司的代表性技术之一。于

2017 年推出 LM9000 型航空改型燃气轮机，此机器来自于通用电气为波音

777飞机引擎制造的 GE90-115B型轮机，现在被应用于液化天然气（LNG）

中，市场反馈效果极佳。未来，公司也会进行大规模的产品技术升级，加强

材料技术和工程技术的跨行业的应用，利用 GE和贝克休斯的优势，不断创

新技术，增加公司价值。 

 

 

 

 

三大教育中心 

东半球培训中
心（EHEC） 

佛罗伦萨油
气学习中心 

西半球教育中
心（WH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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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贝克休斯 2016-2018年研发支出（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3.3、排放零增长和 50-50-50目标，新贝克休斯誓做能源

管家 

新贝克休斯在提高能源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司正努力通过产品

组合、长期战略以及对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的关注来推动能源发展。公司发展

策略主要基于一个排放零增长目标和三个“50”核心支柱。 

在佛罗伦萨举行的第 20届年会上，新贝克休斯承诺到 2030年将二氧化

碳当量排放量减少 50%。这就意味着，公司未来要加大创新技术组合来帮助

客户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自 2012 年以来，新贝克休斯通过对新技术和运

营效率的承诺，其排放量已经减少了 26%。 新贝克休斯将继续在制造、供

应链、物流、能源采购和发电方面采用广泛的减排措施。 新贝克休斯还建

立了全球增材制造技术网络，其使命是使商业化的生产更贴近客户，减少运

输影响和相关排放。 

为了进一步促进行业和客户减少碳排放的努力，新贝克休斯旗下的

Gaffney，Cline and Associates推出了新的碳管理实践。这是第一家提供碳

强度定量评估，碳溶液评估和减排认证的石油和天然气咨询公司。这种新的

做法有助于政府、能源公司和金融界了解和解决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资产

和投资相关的能源转型问题。 

公司减排的新技术和未来技术包括括 LUMEN、模块化天然气处理方案、

LM9000 燃气轮机、集成压缩机生产线、 flare.IQ™燃料优化系统和

NextSource模块化二氧化碳捕集系统。其中，LUMEN是一种无线地面和基

于空中无人机的甲烷检测系统；LM9000燃气轮机，旨在使 LNG列车在加压

状态下启动，无需排放工艺气体，其灵活的燃料技术可减少排放，同时减少

减排中的用水量。LM9000的维护间隔延长了 50%，功率提高了 20%，NOx

排放降低了 40%，客户成本降低了 20%。 

另外，还有一些能降低环境风险的技术包括 TerrAdapt™钻头和 Kymera

™钻头、AutoTrak™系统，Navi-Drill™Xtreme电机，LWD系统、AMBIT™，

Lufkin Well Manager™2.0和 FieldPulse™生产监控服务、预测和对抗风险

的防喷器（BOP）配置、DeepShield™地下安全阀、Jewel Suite™软件、

SPECTER™瓦解压裂塞和 Integrity eXplorer水泥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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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50-50-50核心支柱主要内容是： 

1. 建立市场领先的产品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 50% 

通过在内部流程和创新新技术、新材料和工艺（如增材制造）和新的供

应链解决方案来提高效率，并消除不必要的复杂性来降低产品和服务成本，

并缩短周期。 

2.开发集成服务模块：生产力和效率提高 50% 

通过在交付项目和服务时减少接口数量来创造更多价值。这既降低了复

杂性，又提高了速度。 

3.利用全领域的力量：工业产能提升 50% 

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以及与客户、供应商和团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利用全领域的力量增加产能。 

4、风险提示 

油服行业景气状况不及预期 

油服行业的景气度与油价息息相关。在 2017 年油价企稳回升后油服行

业渐有回温趋势，但油价在未来仍有波动风险，油服行业景气状况可能不及

预期。从供给端来看，尽管 OPEC扩大减产，但执行情况尚不肯定。美国页

岩油气的开发在短期内仍支撑全球石油供应。石油设施受损的沙特阿美，目

前已基本恢复到之前产量。全球油市供给仍在高位。其次，全球经济因中美

贸易摩擦而震荡，影响对原油的需求，2020 年全球经济走势对油气需求的

影响举足轻重。受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多重因素影响，未来油价大幅上行的可

能有限，油服行业景气状况如不及预期，对各大油服公司均会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业务转型的压力 

国际油服巨头历经百年，业务格局基本成熟。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

烈，商业环境压力的增大，油服公司纷纷寻求转型。除了继续整合核心业务，

剥离不良资产和非核心业务之外，国际油服公司将重点放在数字化转型，这

一点对油服企业能否在行业内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

充满挑战。数字化技术的引进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以进行人才引进和技术

研发，可能会给公司整体带来资金压力。相对落后的组织及文化要紧随数字

化平台的发展而更新优化，这一要求容易给企业稳定经营带来挑战。其余诸

如网络安全、监管、配套设施和规范的建设等问题都将成为油服企业业务转

型过程中的风险。此外，数字化建设的迟滞或失败，也将造成油服企业的落

后与亏损，转型之路困难重重。 

公司经营管理上的问题 

业务扩张在给企业带来高额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员冗杂和机构设置

不规范的问题。即使近几年企业着手进行业务重组和剥离低效资产，人均效

率低下、现有的工作流程和组织形式缺乏效率等问题仍然存在，影响企业的

经营效益，降低了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改革仍需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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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买入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

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A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

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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