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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最新營運概要

百勤油田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謹此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我們」或「我們的」）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或「第二季度」或「期間」）的最新營運概要。

摘要

增產

於第二季度，本集團的營運速度較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為快。期內，本集團於中國為合
共40口井進行增產服務。

繼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於中石化華北60口井油田服務的投標中成功中標，本集團繼續
尋求與鄂爾多斯盆地的其他營運商建立商機，並且就為長慶的緻密氣井提供多級壓裂工
具及服務進行投標。

本集團於去年十二月購買的一套37,500水馬力高壓泵注壓裂設備已運抵焦石壩基地，並
已開始為四川盆地的一名主要客戶提供壓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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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委內瑞拉一名主要客戶的應收賬款收回情況於第二季度有所改善，而且近期收回進
度良好，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加快其於委內瑞拉的多級壓裂服務，期內3口井已
完工。

鑽井

期內，本集團負責14項鑽井工作，包括渦輪鑽井、定向鑽井及提供油基泥漿服務。

本集團擴大其服務範圍並成為一間全面的高端鑽井服務供應商。我們自一名主要客戶贏
得一份有關陝西省北部淺層大位移井的綜合項目管理（「綜合項目管理」）鑽井服務合約。
本集團於期內成功於遼河油田完成一口複雜的魚骨狀水平分支井。

本集團擴大其渦輪鑽井工具的產品系列，並於成功在塔里木及遼河油田應用工具後，進
軍中國其他油田市場。

本集團成功在多個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石油」）鑽井項目應用其油基泥漿，該等
項目包括於四川盆地及重慶的頁岩氣。

完井

期內，本集團於中國為6口井提供完井服務。

本集團於新加坡的生產設施忙於預備工具及配件，將用於在伊拉克項目推出的完井服
務。

其他

作為頁岩氣行業的主要企業之一，本集團已開始探索中國頁岩氣項目商機。期內，本集
團於河南豫礦、重慶秀山及城口以及貴州銅仁的頁岩氣項目提供油田服務。

本集團於印尼參與離岸項目，為一名客戶提供監督服務。有關項目正順利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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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惠州基地踏入裝修最終階段。第一批僱員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初調配至有關基
地。兩間工廠將可於二零一四年八月投入使用。

中國市場

本集團於中國市場主要集中於高端油田服務，包括於鄂爾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四川
盆地及松遼平原的定向鑽井、渦輪鑽井、完井及增產服務。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的淡
季後，中國市場的石油公司開始於第二季度加快其業務活動。作為高端油田服務行業的
領導企業之一，本集團已於第二季度獲邀請在公開市場為多個油田服務項目進行投標，
並贏得合約，取得令人鼓舞的結果。

鄂爾多斯盆地為本集團於第二季度的主要運營地區之一。本集團於該地區內為中石化華
北60口緻密氣╱油井提供多級壓裂服務，並於第二季度為另一名主要客戶重新投入水平
井多級壓裂服務。本集團將繼續使用自製工具以把握成本優勢，並對於日後在區內投標
贏得更多項目充滿信心。

本集團相信二零一四年充滿頁岩氣項目的多級壓裂服務的商機。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十
二月訂購的37,500水馬力的高壓泵注壓裂設備已於第二季度運抵我們的焦石壩基地，並
開始為四川盆地一名主要客戶就兩口頁岩氣井工作。儘管本集團於四川盆地的兩口井進
行頁岩氣壓裂，四川的頁岩氣壓裂服務進展較我們預期慢。

於與首輪及第二輪投標的若干頁岩氣投資者訂立綜合項目管理服務合約後，本集團一直
積極向其他頁岩氣投資者推廣其綜合項目管理服務。

於第二季度，本公司成功完成中石油於遼河油田一口魚骨狀水平分支井的鑽井。本公司
於該項目應用專為複雜結構的井而設的先進鑽井技術，以令枯井可重新運作。該項目的
成功再一次標誌著本公司於行內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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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二季度，本集團的營運步伐相對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更快，並執行其於中國的油田
服務業務的多個工作。下文概述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在中國進行的主要工程：

• 於第二季度，本集團於中國為合共40口井進行增產服務，當中26口井已順利施工完
畢，另外14口井已順利裝置井下壓裂工具且進展順利。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為合共45口井提供多級壓裂服務，當中31口井已順利施工完畢，
另外14口井已順利裝置井下壓裂工具且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仍在施工當
中。

• 於第二季度，本集團為合共14口井提供鑽井服務，其中7口井全部順利施工完畢及
另外7口井進展順利。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為合共17口井
進行鑽井服務，其中10口井全部順利施工完畢及另外7口井進展順利且截至二零一
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仍在施工當中。

• 於第二季度，本集團為合共6口井提供完井服務，全部均於期內順利施工完畢。截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合共為6口井提供完井服務。

海外市場

於第二季度，收取委內瑞拉一名主要客戶的應收賬目結餘得到改善，最近的情況亦進展
順利，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加快委內瑞拉的多級壓裂服務及完成三個於委內瑞
拉的油井。本集團於第二季度自委內瑞拉的一名主要客戶收取約40.4百萬港幣及於二零
一四年七月收取43.5百萬港幣，預期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將有更多回款。

中東的業務發展為本集團二零一四年主要海外業務計劃的議程。於成功投標及獲得於伊
拉克提供定向鑽井、完井及增產服務合約後，本集團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迪
拜成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設立為本集團之地區總部，負責中東的業務發展。於第二季
度，本集團積極推廣其於伊拉克、科威特及阿布扎比的高端油田服務及完井工具。此
外，本集團於第二季度開始興建位於伊拉克的油田服務基地，支援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
下半年起的油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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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伊拉克推出的油田服務的合約於第二季度開始執行。合約的執行首先為若干初步階
段的技術支援，以及採購或製造所需工具與設備。我們預期工具及設備的主要部分將於
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送交至伊拉克的項目，我們將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於該地方提供服
務。最近於伊拉克的不穩政局並沒有影響我們客戶於該地方的業務，因為彼等的油田位
於該國南部。

服務及產品開發

本集團專注於發展新技術，並向我們的客戶引入創新產品及服務。於二零一四年第二季
度，本集團繼續尋求技術上的提升及服務性能和能力上的增強。

• 第二季度，本集團改良了應用於頁岩氣壓裂的滑溜水配方。我們的滑溜水擁有低阻
力、少殘渣、高回收及保護環境的特性。我們成功於貴州的頁岩氣項目上應用滑溜
水。

• 於第二季度，本集團繼續發展非淡水壓裂液系統和可回收利用壓裂液系統。該等系
統將能大量節約壓裂用水，達致保護環境及特別有助於水分不足的壓裂項目地區。

• 本集團測試了其KingFracTM工具（一組頁岩氣壓裂工具）及於二零一四年三月開始試
產。我們於二零一四年四月改良了KingFracTM工具的部分設計，並預期於二零一四
年第三季度引入市場。

• 二零一四年六月，我們安全閥產品的其中一個新模型通過美國的API（美國石油協
會）牌照測試。

• 本公司將發展更多專有工具，例如各種安全閥及封隔器，繼續提升其重要工具及技
術自給自足的能力。

展望

於中國市場，我們相信國有企業的改革及油氣業的放寬管制將帶動更多以市場為主的業
務，例如中國大部分主要油田的公開投標。擁有專有技術及自製工具的高端油田服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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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將受惠於該發展，我們最近成功投得為中石油於長慶的油田提供水平井多級壓裂工
具及服務便為例證。

非常規氣項目（包括頁岩氣及緻密氣井的氣項目）的增產服務將繼續為本集團於中國的主
要業務重心。此外，為了更廣泛於油田服務項目上應用本集團自行開發的鑽井工具及技
術，我們已擴大鑽井服務工程團隊及成為全面的高端鑽井服務供應商。我們相信此舉將
提升本集團供應中國主要市場的高端鑽井服務能力，例如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及松遼
平原。

第二季度，我們於中東的業務發展進展順利。於阿聯酋成立地區總部後，本集團將繼續
尋求業務機會，為中國國家油公司及中東國際油公司提供高端油田服務。伊拉克預期將
有更多承包項目，故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訂購了兩組鑽機。本集團旨在投得的油田
服務項目全部位於該國較安全的南部。

現時委內瑞拉的政局似乎較數月前穩定。第二季度，我們自委內瑞拉一名主要客戶
(Petroleos de Venezuela S.A.（「PDVSA」）)收取的應收賬目錄得重大改善，最近的情況亦
進展順利。自第二季度初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止，我們自PDVSA收取約83.9百萬港幣回
款。本集團將繼續加強監督客戶回款的情況。

展望二零一四年下半年，我們將繼續開拓中國及海外市場，並將繼續維持本地及海外業
務收支平衡。本集團將加快執行現時的服務合約，加強使用中國及海外兩地的服務設
備。除去上述的不測政治動盪（如有），我們有信心能在二零一四年下半年進一步發展及
擴大本集團的整體業務。

承董事會命
百勤油田服務有限公司

主席
王金龍

香港，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金龍先生及趙錦棟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高寶明先生、李銘
浚先生及馬華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生厚先生、湯顯和先生及黃立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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