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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Profit] 机械行业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328 

行业总市值(百万元) 2375185.52 

行业流通市值(百万元) 1606161.06 
 
[Table_QuotePic] 机械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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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油气装备及服务行业深度：《战略看好

油 服 ！ 2018-2020 景 气 向

上！>>2017.03.22 

公司深度：《杰瑞股份（002353）：油服

民 企 龙 头 — — 有 望 再 次 腾 飞 ！》

2018.02.05 

公司深度：《海油工程（600583）：受益

中海油资本开支高增长；海外业务有望

成亮点》2018.02.26 

公司深度：《中海油服（601808）：乘中

海油资本支出大增东风，破冰再远航》

2018.02.26 

 

Table_Financ]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PEG 评级 

2016 2017E 2018E 2019E 2016 2017E 2018E 2019E 

杰瑞股份 16.53 0.13 0.07 0.31 0.82 131 236 53 20 0.22  买入 

海油工程 6.26 0.30 0.11 0.22 0.39 21 57 28 16 0.32  买入 

中海油服 11.54 -2.40 0.01 0.25 0.51 - 1154 46 23 0.08  买入 

中集集团 16.28 0.18 0.84 1.18 1.44 90 19 14 11 0.45  买入 

中曼石油 39.67 0.99 1.16 1.44 1.92 40 34 28 21 0.96  -- 

备注：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中国“三桶油”2018 年勘探开发资本开支计划合计同比增长约 20% 

目前，中国“三桶油”均已公布勘探开发资本支出，2018 年资本支出计划
中，勘探开发资本支出合计达 2861-2961 亿元，同比增长 18%-22%。 

1) 中海油：2018 年计划勘探开发资本支出 700-800 亿元，同比增长 40-
60%。2017 年勘探开发资本支出约 500 亿元，同比略增 2.6%。  

2) 中石化：2018 年计划勘探与生产支出 485 亿元，同比增长 55%。20
17 年勘探与生产支出 313 亿元，同比下降 2.6%。  

3) 中石油：2018 年计划勘探与生产支出 1676 亿元，同比增长 3.5%。2
017 年勘探与生产支出 1620 亿元，同比增长 24%。  

 “三桶油”勘探开发支出执行率整体与油价走势相关；从顺序上：先陆地
后海上、先常规油气后非常规油气 

中石油历年执行率较高，基本稳定在 90%以上；中石化近年执行率随油价
下降而下滑，2017 年达低点 62%；中海油执行率较好，整体均在年初设
定的区间内。 

2017 年中石油率先提升资本支出，2018 年中石化与中海油均大幅提高约 5
0%的勘探开发资本支出，中石化明确重点安排西南地区页岩气开发。整体
而言，油气投资呈现先陆地后海上，先常规油气后非常规油气的态势。 

 全球油气勘探开发资本支出持续回暖，油服行业 2018-2020 趋势向上 

我们认为，随着国内“三桶油”勘探开发资本支出继续提升，油服行业景
气度有望持续向上。国内“三桶油”勘探开发资本支出自 2014 年起连续 3
年出现下滑，于 2017 年触底回升，合计增长约 15%，2018 年持续较高增
速，同比增长约 20%。 

2017 全球油气勘探开发支出总规模约为 4045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7%，
结束了 2014 年以来的持续大幅萎缩。我们预计全球油气资本开支步入上
升通道，2018-2020 年油气装备及服务行业景气向上。 

 战略看好油服！2018-2020 景气向上！有望由主题投资迈向基本面投资！ 

油服：有望由油价上涨主题投资逐步迈向基本面投资。目前投资机会略偏
左侧，但很有可能迎来类似工程机械 2016 年开始复苏的战略性投资机会。 

我们预计 2018 年油服龙头业绩将大幅增长，但不必苛求 2018 年的 PE 估
值或是业绩的绝对值；预计油服龙头 2019-2020 年业绩持续大幅增长，PE
估值将在 2019-2020 年步入比较理想的区间。 

 投资建议：力推杰瑞股份；看好海油工程、中海油服、安东油田服务等 

精选具全球竞争力的优质龙头！力推杰瑞股份（油气装备及服务民企龙头，
“大国重器”，业绩弹性大）；看好海油工程（PB 估值 1.2 倍）、中海油服
（受益中海油）、安东油田服务（H 股，弹性大）；关注中曼石油、通源石
油、惠博普、恒泰艾普、石化机械、中集集团、振华重工等。 

 风险提示：油价大幅波动； OPEC 减产低于预期；油气开支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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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三桶油”2018 年勘探开发资本开支计划增长约 20% 

 国内 “三桶油”均已公布勘探开发资本支出，2018 年资本支出计划中，

勘探开发资本支出合计达 2861-2961 亿元，同比增长 18%-22%。 

1) 中海油：2018 年计划勘探开发资本支出 700-800 亿元，同比增长

40-60%。2017 年勘探开发资本支出约 500 亿元，同比略增 2.6%。  

2) 中石化：2018 年计划勘探与生产支出 485 亿元，同比增长 55%。

2017 年勘探与生产支出 313 亿元，同比下降 2.6%。  

3) 中石油：2018 年计划勘探与生产支出 1676 亿元，同比增长 3.5%。

2017 年勘探与生产支出 1620 亿元，同比增长 24%。 

 

图表 1：“三桶油”勘探开发资本支出 2018 年计划增长约 20% 

 
来源：各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注：中石化和中石油已剔除如炼化、销售、总部等支出，

下同；中海油资本支出以中位数 750亿元计） 

 

 通过分析国内“三桶油”历年的勘探开发资本支出实际执行率可看出，

“三桶油”实际执行率整体与当年油价走势有关。中石油历年执行率较

高，基本稳定在 90%以上；中石化近年执行率随油价下降而下滑，2017

年达低点 62%；中海油执行率较好，整体均在年初设定的区间内，但以

年初计划区间的中位数计，在较高油价时（如高于 80 美元/桶），执行率

超过 90%，而在近年中低油价的情况下，执行率滑落至 75%-80%这一

区间。 

 从资本开支投入顺序上，我们认为陆地快于海上，常规油气快于非常规。

2017 年原油价格中枢不断上移，中石油率先提升资本支出，执行率达

113%，而中海油资本支出基本持平，执行率下滑至 76%；2018 年中石

化与中海油均大幅提高约 50%的勘探开发资本支出，中石化明确重点安

排西南地区页岩气开发。整体而言，油气投资呈现先陆地后海上，先常

规油气后非常规油气的态势。 

 

 中石油 2017 年勘探开发资本支出率先提升 24%。根据中石油年报公布，

中石油 2017 年资本支出为 2162 亿元，同比增长 25%，其中勘探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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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支出 1620 亿元，同比增长 24%；计划 2018 年勘探与生产支出 1676

亿元，同比增长 3.5%。国内开发突出稳油增气，做好大庆、长庆、辽河、

新疆、塔里木、西南等油气田的开发工作，加大页岩气等非常规资源开

发力度。 

 中石油近年勘探开发资本支出占总资本支出比重稳定在 75%的水平。自

2011 年起中石油逐步提升勘探开发资本支出占比，由 2011 年的 57%逐

年提升至 2015 年的 78%，目前基本稳定在 75%。 

 

图表 2：中石油 2018 年勘探开发资本支出略微增长

3.5% 

 图表 3：2018 年勘探开发资本支出占中石油总资本

支出计划的 74% 

 

 

 

来源：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中石油勘探开发资本支出执行率基本保持 90%以上。统计近年来中石油

的年初资本支出计划与年末实际支出可看出，中石油实际勘探开发资本

支出基本保持在 90%以上。其中，2012 年执行率（实际支出/计划支出）

达 131%；受益 2017 年油价回升，执行率达 113%。 

 

图表 4：中石油勘探开发资本支出执行率维持较高水平 

 
来源：中石油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中石化 2018 年勘探开发资本支出计划大幅增长 55%。根据中石化年报

公布，中石化 2017 年资本支出为 994 亿元，同比增长 30%，其中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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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支出 313 亿元，同比微降 3%；计划 2018 年勘探与生产支出 485

亿元，同比增长 55%。其中，重点安排西南页岩气、华北天然气以及西

北原油产能建设，推进天然气管道和储气库以及境外油气项目建设等。 

图表 5：中石化 2018 年勘探开发资本支出计划大增

55% 

 图表 6：2018 年勘探开发资本支出占中石油总资本

支出计划的 41% 

 

 

 

来源：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中石化资本支出执行情况近年持续下滑。统计近年来中石化的年初勘探

开发资本支出计划与年末实际支出可看出，中石化执行率基本与油价走

势保持一致。其中，2013 年执行率高达 118%，此后随着油价走势一路

下滑，2017 年达 62%的低点。我们认为，如果 2018 年油价维持在 55-65

美元/桶的中等价位，中石化勘探开发资本支出执行率有望触底回升。 

 

图表 7：中石化勘探开发资本支出执行率近年持续下滑 

 
来源：公司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 

 

 中海油 2018 年资本支出计划同比大增 40%-60%。中海油发布 2018 年

业绩展望，计划 2018 年资本支出计划为 700-800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40%-60%。其中，勘探支出占比不低于 18%，开发支出占比 65%，生

产支出为 16%。中国与海外占比基本持平，分别为 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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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中海油2018年资本支出大幅提升40%-60%  图表 9：2018 年中海油资本支出计划结构 

 

 

 

来源：中海油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海油官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中海油资本支出执行情况较好，基本符合年初计划。统计近年来中海油

的年初资本支出计划与年末实际支出可看出，中海油实际支出基本处在

计划区间内。其中，2013 年实际支出 894 亿元，高于年初 750-870 亿

元计划区间；2015 年实际支出 659 亿元，低于 687-782 亿元计划区间。

总体而言执行情况较好，若以年初计划区间的中位数计，在较高油价时

（如高于 80 美元/桶），执行率超过 90%，而在近年中低油价的情况下，

执行率滑落至 75%-80%这一区间。 

 

图表 10：中海油资本支出执行情况较好 

 
来源：中海油公告，中泰证券研究所（注：支出计划以年初计划区间的中位数计，部分年限支

出计划以美元公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 

 

二、投资建议：力推杰瑞股份、看好海油工程、中海油服、安
东油田服务等 

 精选具全球竞争力的优质龙头！（1）产业链布局完善；（2）海外业务开

拓富有成效；（3）订单或工作量较大增长。行业复苏先后逻辑：油服将

领先油气装备；油气开采、油气生产将领先于油气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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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推杰瑞股份（油气装备及服务民企龙头，“大国重器”，业绩弹性大）；

看好海油工程（PB 估值 1.2 倍）、中海油服（受益中海油）、安东油田服

务（H 股，弹性大）；关注中曼石油、通源石油、惠博普、恒泰艾普、石

化机械、中集集团、振华重工等。 

 

三、风险提示 

 油价大幅波动； 

 OPEC 减产持续性低于预期； 

 国内外油气资本开支复苏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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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

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

基准（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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