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索引 页码 

鉴证报告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1-18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

街  

8号富华大厦 A座 9层  

联系电话: 

telephone: 

 +86(010)6554 2288 

 +86(010)6554 2288 

    

ShineWin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9/F, Block A, Fu Hua Mansion, 
No.8, Chaoyangmen Beidaj ie ,  
Dongcheng  D is t r i c t ,  Be i j i ng ,  
100027, P.R.China 

 

传真: 

 facsimile: 

 +86(010)6554 7190 

 +86(010)6554 7190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XYZH/2018XAA40443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源石油公司）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执

行了鉴证工作。 

通源石油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 号）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这种责任包括设计、实施和维护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

大错报。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鉴证

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

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

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

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通源石油公司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 号）

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通源石油公司截至 2018年 9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的

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通源石油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非公开发行股份而向其报送申请文件之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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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30 令）及《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 号），编制了本公司截

至 2018 年 9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1、 发行股份购买西安华程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之 100%股权基本情况 

根据 2015年 2 月 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张国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98 号），本公司向张

国桉发行 22,441,606 股普通股、向蒋芙蓉发行 2,493,511 股普通股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

西安华程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程石油”）100%股权。 

本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相关议案》。2013 年 12 月 3 日，本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相关议

案。本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华程石油之 100%的股权。 

2015 年 2 月 12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XYZH/2014A2023-9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 年 2 月 11 日止，西安华程

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之股权已经全部变更至本公司名下，华程石油变更的工商登记手

续业已办理完 毕。本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金额为人民币 405,095,117 元，实收股本

为人民 币 405,095,117 元。 

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大庆市永晨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 55%股权基本情

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张春龙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42 号），本公司向张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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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行股份购买大庆市永晨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 48%股权，并向不超过 5 名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核准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张春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的议案》，经

董事会审议决定：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大庆市永晨石油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之 55%股权。其中，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张春龙、王大力、张百双、张

国欣、侯大伟、张建秋所持大庆市永晨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晨石油”）

48%股权；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上海朱雀珠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所持永晨石油

7%股权；同时公司向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

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价格应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书》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2016）第 BJV4011 号），截至评估基

准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永晨石油 100%股东权益收益法下的评估价值为 42,085.00 

万元，资产基础法下的评估价值为 26,896.55 万元；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

为 42,085.00 万元，基于上述评估结果，永晨石油 55%股权估值为 23,146.75 万元。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上市公司收购永晨石油 5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3,100 

万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的确定方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每股为 7.12 元。 

具体如下： 

类型 发行对象/认购人 发行数量（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 

张春龙  14,865,061 

王大力 11,184,286 

张建秋   1,585,527 

张百双 566,306 

张国欣 56,696 

侯大伟 56,696 

小计 28,314,572 

配套融资认购方 

张国桉 3,932,584 

张春龙 1,404,494 

任延忠 842,696 

张志坚 842,696 

小计 7,02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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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5,337,042 

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批复，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进行了标的资产过

户变更登记手续。2016 年 6 月 30 日，永晨石油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大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注册号：44012230607100046390)。永晨石油 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

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6 年 7 月 13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XYZH/2016BJA20620”《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7 月 13 日止，本公司已

收到张春龙等 6 名交易对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28,314,572 元。 

3、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大庆市永晨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 55%股权之募集

配套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张春龙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42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7,022,470 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公司本次向张国

桉、任延忠、张志坚、张春龙等合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7,022,470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7.12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00 万

元，扣除本次发行承销保荐费 1,335 万元，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665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XYZH/2016BJA20667”号《验资报告》。2016 年 9 月 26 日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65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500 万元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西安通源石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与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截至 2018年 9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4,297,540.76 元（含存款利息），分别存

放于公司以下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专户账号 
2018年9月30日余额 

定期 活期 合计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高新开发区支行 
20000016145300012746090 0.00 15,946.81 15,946.81 

中信银行大庆分行营业部 8113101014200050616 0.00 4,281,593.95 4,281,593.95 

合计 — 0.00 4,297,540.76 4,297,5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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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配套资金用于指示剂产能跟踪与评价技术产业化升级项目、支付部分中介费用。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实际使用对照情况表见

“附件 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日止，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

变更情况。 

4、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7年 5月 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 1,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截

至 2018 年 9月 30 日，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 

5、 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未使用完毕的发行股份购买大庆市永晨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 55%股权之配套募

集资金金额为400.33万元，募集资金账户利息29.43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8.01%。

前次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400.33 万元，指示剂产能跟踪与评价技术产业化升级项目专户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为 400.33 万元，扣除尚未支付的项目投资尾款 377.65 万

元后，截止日募集资金可用余额为 22.68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429.76 万元，将继

续投入指示剂产能跟踪与评价技术产业化升级项目。 

6、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继续按承诺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投入承诺投资项目，致力于公司的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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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1、 发行股份购买西安华程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之 100%股权项目实现效益对照情

况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情况，见“附表 2 发行股份购买西安华程

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之 100%股权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大庆市永晨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 55%股权项目实

现效益对照情况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情况，见“附表 2 发行股份购买大庆市永

晨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 55%股权项目实现效益对照表”。 

3、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情况，见“附表 4 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情况”。 

四、 前次募集资金中所购买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一） 西安华程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运行情况说明 

1、 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 

根据 2015年 2 月 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张国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98 号），本公司向张

国桉发行 22,441,606 股普通股、向蒋芙蓉发行 2,493,511 股普通股方式购买西安华程石

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不募集配套资金。 

（2） 交易对价 

华程石油 100%股权的定价以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张国桉、蒋芙蓉夫妇向华

程石油实际出资额加上张国桉、蒋芙蓉夫妇外部筹措的资金在资金占用期内产生的利息

确定。为确定华程石油的交易价格，张国桉、蒋芙蓉夫妇外部筹措的资金占用期暂以一

年为限，如实际资金占用期不足一年，张国桉、蒋芙蓉夫妇同意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实施完毕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时间差额对应的利息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通源石

油；如实际资金占用期超过一年，上市公司同意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时间差额对应的利息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张国桉、蒋芙蓉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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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约定，张国桉、蒋芙蓉夫妇向华程石油实际出资 154,158,390 元；张国桉、

蒋芙蓉夫妇为配合公司本次海外收购筹措的资金在资金占用期内（暂以一年为限）产生

的利息费用为 11,909,500 元，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华程石油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166,067,890 元。 

2、 资产权属变更过程 

2015 年 2 月 11 日，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核准了华程石油的股东变更，

并向华程石油签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注册号：610131100101494），至此，标的

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公司已持有华程石油 100%的股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出具的《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登记

手续。本公司向张国桉、蒋芙蓉夫妇交易发行 24,935,117股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手续，该等股份已于 2015年 2 月 26 日在深证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 购入资产账面价值情况 

项目 2018年 9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448,420,821.25 1,340,461,589.34 671,821,834.92 587,135,910.08 

负债总额 416,474,496.63 444,025,797.44 228,353,787.16 132,633,777.31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318,946,437.74 247,548,136.38 170,694,127.33 191,500,332.12 

少数股东权益 712,999,886.88 648,887,655.52 272,773,920.43 263,001,800.65 

注：上述年报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 生产经营情况、效益贡献情况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916,799,363.64 408,035,529.57 138,292,460.69 308,819,130.95 

营业成本 337,527,342.82 216,443,063.77 47,898,257.45 108,232,270.54 

营业利润 103,680,083.09 -7,510,719.90 -38,844,331.30 -33,264,139.25 

利润总额 103,882,870.88 3,948,768.93 -38,703,864.13 -39,016,621.33 

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 
32,251,031.38 3,547,830.37 -15,287,418.22 -10,303,7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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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非经常性损益 88,527.82 6,961,523.57 60,338.45 -2,568,443.30 

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32,162,503.56 -3,413,693.20 -15,347,756.67 -7,735,284.30 

注：上述年报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5、 业绩承诺及盈利补偿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通源石油与张国桉、蒋芙蓉签署了《补偿协议》，同时，

交易对方张国桉、蒋芙蓉夫妇做出了《关于西安华程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减值补偿的

承诺》。根据上述协议及承诺，交易对方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三个连

续的会计年度期间的每一会计年度期末根据上市公司对华程石油资产减值测试结果，对

减值部分（如有）以股份形式进行补偿，具体内容如下： 

（1）2014 年 12 月 29 日，通源石油与交易对方张国桉及蒋芙蓉夫妇签署了《补

偿协议》。根据上述协议，通源石油于补偿期的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结束以后应聘请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不晚于公告补偿期间最后一

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后三十日内出具减值测试结果的审核意见，确定标的资产的减值额

（如有）。减值额应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公允价值并扣除补偿期内标的

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标的资产存在减值的，交易对方

将在审核意见出具后三十日内以股份对通源石油进行补偿。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上市公司在补

偿期内实施送股、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

（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上市公司在补偿期内实施现

金股利分配的，则交易对方在补偿股份的同时应就所补偿股份对应取得的现金股利予以

现金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应补偿股份数量。 

（2）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进一步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张国桉、

蒋芙蓉出具了《关于西安华程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减值补偿的承诺》，在《补偿协议》

项下减值补偿义务、减值测试方式以及补偿方式按照补偿期满后一次性补偿的基础上增

加补偿期内每一个会计年度期满后逐年补偿的补充承诺。具体方式为： 

在补偿期内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以后，上市公司可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及出具减值测试结果的审核意见。如根据减值测试的结

果标的资产存在减值（减值额应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公允价值

并扣除补偿期内相应会计年度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张国桉、蒋芙蓉承诺将在审核意见出具后三十日内以所持公司股份对公司进行补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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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的股份价格-已补偿股

份。公司在补偿期内实施送股、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补偿期内，在各年

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除上述补充承

诺外，其他仍按照《补偿协议》项下约定执行。 

（3）2015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通源石油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通源石油公司拟

资产减值测试行为所涉及的华程石油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5年 12月 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

了评估并出具了京亚评报字[2016]第 018号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日，华程石油净资产审计后账面价值为 15,421.44 万元，在持续经营前提下，

经成本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9,150.03 万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XYZH/2016BJA20538），2015年 12 月 31日标的资产华程

石油股 100%股权价值为 19,150.03 万元，期间没有增资、减资、利润分配等行为，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华程石油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16,606.79 万元，未发生减值。 

2015 年度无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4）2016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通源石油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

产评估 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通源石油公司拟资

产减值测试行为 所涉及的华程石油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

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京 亚评报字[2017]第 085 号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截至评估基准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华程石油净资产审计后账面价值为 15,439.78 万元，在持续

经营前提下，经成本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7,979.54 万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XYZH/2017XAA40199），2016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华

程石油股 100%股权价值为 17,979.54 万元，期间没有 增资、减资、利润分配等行为，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华程石油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16,606.79 万元，未发生减值。 

2016 年度无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5）2017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通源石油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

产评估 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通源石油公司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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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减值测试行为 所涉及的华程石油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

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京 亚评报字[2018]第 046 号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截至评估基准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华程石油净资产审计后账面价值为 14,565.12 万元，在持续

经营前提下，经成本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7,478.84 万元。 

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XYZH/2018XAA40212），2017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华程

石油 100%股权价值为 27,478.84 万元，期间没有增 资、减资、利润分配等行为，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华程石油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16,606.79 万元，未发生减值。 

2017 年度无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6、 业绩承诺未实现原因 

无。  

（二）大庆市永晨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运行情况说明 

1、  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张春龙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42 号），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大庆市永晨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 55%股权。其中，公司以发行

股份的方式，收购张春龙、王大力、张百双、张国欣、侯大伟、张建秋所持大庆市永晨

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晨石油”）48%股权；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上

海朱雀珠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所持永晨石油 7%股权；同时公司向不超过 5 名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2）  交易对价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2016）第 

BJV4011 号），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经交易各方友好

协商，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的确定方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每股为 7.12 元，收购永晨石油 5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人民币 23,100 万元。 

2、 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6 年 6 月 30 日，永晨石油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大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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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12230607100046390)。永晨石油 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成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2016 年 7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登记确认书》。公司向张春龙等 6 名交易发行 28,314,572 股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手续，该等股份已于 2016年 8 月 5 日在深证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 购入资产账面价值情况 

项目 2018年 9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84,117,723.19 423,648,606.55 418,607,584.59 299,305,337.35 

负债总额 112,481,894.18 65,644,449.55 100,180,339.18 33,037,905.12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371,635,829.01 358,004,157.00 318,427,245.41 266,267,432.23 

注：上述年报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 生产经营情况、效益贡献情况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66,772,384.40 182,525,100.71 154,703,370.08 128,034,964.46 

营业成本 35,169,066.13 122,262,629.13 88,966,168.49 68,934,772.07 

营业利润 15,139,052.85 45,281,810.51 61,440,975.67 49,026,545.51 

利润总额 15,274,489.85 45,281,810.51 61,744,270.46 49,034,645.51 

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 
13,731,347.67 39,082,979.40 52,722,998.21 42,137,260.99 

非经常性损益 115,121.45 0.00 257,800.57 6,885.00 

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13,616,226.22 39,082,979.40 52,465,197.64 42,130,375.99 

注：上述年报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5、 效益实现情况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业绩承诺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44,370,000 42,870,000 41,890,000 

实际完成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39,082,979.40 52,465,197.64 42,130,3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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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完成数与业绩承诺数差异 -5,287,020.60 9,595,197.64 240,375.99 

实际完成率 88.08% 122.38% 100.57% 

注：2018 年度业绩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4,579 万元,2018 年 1-9 月累

计完成效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13,616,226.22 元。 

6、 业绩承诺及盈利补偿情况 

张春龙、王大力、张百双、张国欣、侯大伟、张建秋 6 名交易对方为永晨石油业绩

补偿方，各方同意，本次交易盈利补偿期间为 2015 年、2016 年、2017年、2018 年。根

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年 3 月 11 日出具的中和评报字（2016）第 BJV4011 号

《评估报告》，业绩承诺方共同承诺如下：永晨石油 2015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189 万元、4,287 万

元、4,437 万元及 4,579 万元。 

承诺期届满,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当期的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利润

数的差异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经审计,永晨石油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则前述六方应就承诺

净利润与经审计净利润差额部分向上市公司承担补偿义务。具体补偿安排分为： 

（1）2015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数量 

如目标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未能达到承诺净利润的，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通源

石油的股份数量为以下公式（1）及公式（2）计算所得股份数量之和： 

①第一批补偿股份数量（假设数量为“A”）＝按原股权补偿条款计算的当期应补偿

股权比例÷48%×本次发行业绩承诺方取得股份数量； 

②第二批补偿股份数量（假设数量为“B”）＝（本次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A）

×[（2015 年度承诺净利润-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 

（2）2016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数量 

如目标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未能达到承诺净利润的，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通源

石油的股份数量为以下公式（1）及公式（2）计算所得股份数量之和： 

①第一批补偿股份数量（假设数量为“C”）＝按原股权补偿条款计算的当期应补偿

股权比例÷48%×本次发行业绩承诺方取得股份数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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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第二批补偿股份数量（假设数量为“D”）＝（本次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A-C）

×[（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2015 年及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之和）

÷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B。 

（3）2017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数量 

如目标公司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未能达到承诺净利润的，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通源

石油的股份数量为以下公式计算结果： 

补偿股份数量（假设数量为“E”）＝（本次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A-C）×[（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2015 年、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实现

净利润之和）÷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B-D。 

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永晨石油公司已实现业绩承诺事项，尚不存在补偿事宜。 

（4）2018 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数量 

如目标公司的盈利补偿期间包括 2018 年度且目标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未能达

到承诺净利润的，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通源石油的股份数量为以下公式计算结果： 

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A-C）×[（2015 年度、2016 年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2015 年、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

实现净利润之和）÷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B-D-E。 

7、 盈利补偿期间内，在各期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

补偿的股份不冲回。业绩承诺未实现原因 

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永晨石油公司累积业绩承诺已实现。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

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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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10月15日批准报出。 

附表1：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发行股份购买西安华程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之100%股权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对照表 

附表3：发行股份购买大庆市永晨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55%股权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对照表 

附表4：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情况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附表 1：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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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5,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599.67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599.6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2016 年度： 2,862.29 

2017 年度： 802.1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18 年度： 935.23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指示剂产能跟踪与评价

技术产业化升级项目 

指示剂产能跟踪与评价 

技术产业化升级项目 
3,500.00 3,500.00 3,099.67 3,500.00 3,500.00 3,099.67 400.33 尚未达产 

2 支付部分中介机构费用 支付部分中介机构费用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0.00 不适用 

 

合计   5,000.00 5,000.00 4,599.67 5,000.00 5,000.00 4,599.67 400.33   

 

附表 2 

发行股份购买西安华程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之 100%股权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扣非后净利润） 最近 3 年实现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年度 2017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1 西安华程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之 100%股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54.78 -1,528.74 -1,030.37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见“四、前次募集资金中所购买的资产运行

情况说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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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发行股份购买大庆市永晨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 55%股权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

表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扣非后净利润） 最近 3 年实现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年度 2017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1 大庆市永晨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 55%股权 4,437 4,287 4,189 3,908.30 5,246.52 4,213.04 是 是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见“四、前次募集资金中所购买的资产运行情况

说明”所述。 

 

 

 

 

 

 

 

 

 

 

 

 

附件 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对照表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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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二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 1-9 月 

1 
指示剂产能跟踪与评价

技术产业化升级项目 
- 达产后年均净利润 2,426.00 1,775.66 1,147.44 576.99 3,500.09 尚未达产 

 合计   1,775.66 1,147.44 576.99 3,500.09   

指示剂产能跟踪与评价技术产业化升级项目建设周期为 18 个月，原预计 2018 年 4月

30 日实施完毕。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指示剂产能跟踪与评价技术产业化升级项目建

设进度稍落后于计划进度，项目目前仍处于建设期当中，尚未达到建成达产状态，具体情

况如下： 

大庆永晨的指示剂产能跟踪与评价技术产业化升级项目，是对公司原有的传统水基指

示剂进行升级，即实施水剂扩展研发出 20 种（已有 12 种，水剂共计 32 种），油剂 32 种，

气剂 18 种，并研发出一套从指示剂用量设计、拟合到后期综合解释的指示剂分析软件。

通过水剂服务层段的增加，油剂、气剂服务能力的扩展，以实现对油井产出剖面提出更高、

更精确的评价标准，来增强公司市场竞争能力，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2016 年度，由于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下跌并低位震荡的影响，国内所有油田

公司都减少了对水平井的投资支出，致使国内各大油田每年水平井开发数量骤减。大庆永

晨审慎把握市场变化情况，出于谨慎考虑，也相应的放缓了指示剂产能跟踪与评价技术产

业化升级项目的投资进度。目前公司的水基指示剂在已有 12 种的基础上，又新研发出 8

种，共计 20 种可供使用，尚处于测试研发阶段的还有 5 种；公司的油基指示剂新研发出

19 种，尚处于测试研发阶段的还有 6 种，同时公司的油基指示剂已在吉林油田、长庆油

田试验性推广并受到油田客户关注；公司的气基指示剂尚处于研发试验过程中，处于测试

研发阶段的有 3 种；公司的指示剂分析软件，已新增对油剂、气剂的模拟分析模块，目前

处于调试阶段，预计 2019 年初达到可使用状态。公司最近二年一期项目的经济效益系公

司在项目建设、调试期间实现的与项目相关的产值创造的收益。 

截至 2018年 9 月 30 日，指示剂产能跟踪与评价技术产业化升级项目建设尚未结束，

公司将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和项目实施进展，适时调整项目投资进度。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将继续用于原承诺投资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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