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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文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建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伍二

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3,703,739,680.53 14,086,320,957.59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357,213,147.13 5,366,662,111.36 -0.1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6,379,115.70 168,006,895.99 28.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70,834,212.81 583,516,937.52 -1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7,596,603.99 6,787,734.30 -65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6,506,725.46 3,863,697.64 -1,5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18 0.13 减少 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66 0.0030 -653.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66 0.0030 -65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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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2,096,536.1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32,805.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818,758.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02,633.12  

所得税影响额 30,265.66  

合计 18,910,121.4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6,52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665,081,232 29.38 0 冻结 665,081,232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市中民昇汇壹号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169,338,677 7.48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林立东 94,029,000 4.15 0 质押 91,000,00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75,298,654 3.33 0 无  

国有法

人 

芜湖江和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9,920,262 2.65 0 质押 59,920,262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易方达基金—汇金资

管单—资产管理计划 

20,549,000 0.91 0 无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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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立波 14,349,991 0.63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亚太奔德有限公司 13,945,490 0.62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张研 13,320,000 0.5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耿权 13,300,000 0.5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65,081,232 人民币普通股 665,081,232 

深圳市中民昇汇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169,338,677 人民币普通股 169,338,677 

林立东 94,0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029,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5,298,654 人民币普通股 75,298,654 

芜湖江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920,262 人民币普通股 59,920,262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易方达基金—汇金资管单—资

产管理计划 

20,54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49,000 

帅立波 14,349,991 人民币普通股 14,349,991 

亚太奔德有限公司 13,945,490 人民币普通股 13,945,490 

张研 13,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20,000 

耿权 1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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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94,363,740.23 94,753,684.45 99,610,055.78 105.13 本期收到货款增加 

应收账款 139,930,104.83 294,675,488.13 -154,745,383.30 -52.51 本期货款结算增加 

其他应收款 193,817,198.67 408,189,111.09 -214,371,912.42 -52.52 
本期收回汉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债权处置款 

应付账款 98,267,377.72 139,145,679.40 -40,878,301.68 -29.38 本期购买商品及劳务减少 

应交税费 106,485,699.87 140,737,784.52 -34,252,084.65 -24.34 本期税费减少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70,834,212.81 583,516,937.52 -112,682,724.71 -19.31 本期原油价格下降 

营业成本 206,082,832.38 181,157,462.74 24,925,369.64 13.76 本期产销量增加 

税金及附加 130,422,415.93 148,062,121.32 -17,639,705.39 -11.91 
本期原油价格下降，税费

减少 

财务费用 94,962,103.38 128,910,926.08 -33,948,822.70 -26.34 本期贷款本金减少 

投资收益 19,580,400.00 3,714,742.37 15,865,657.63 427.10 本期收到债权处置收益款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6,379,115.70 168,006,895.99 48,372,219.71 28.79 

本期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

支付的款项减少、本期支

付税费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083.4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9.31%；实现利润总额

-4,946.91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59.6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35,721.31万元，较年初减少0.18%。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和重要事项进展如下： 

一、油田生产管理 

报告期内，马腾项目持续加强换层、补孔、堵水等增产措施的优选，有效控制了油田老井的

综合递减。新钻井按计划推进实施，一季度马腾项目共开钻新井3口，其中水平井2口。已完钻新

井2口，投产1口，产量达到设计预期。 

报告期内，克山项目强化组织管理、有效提高了新钻井运行效率。一季度克山项目共开钻新

井6口，其中水平井5口。已完钻新井5口，投产2口。同时，通过合理调整油井生产参数、注水井

换层转采、自喷井适时转抽等生产优化措施，进一步提升了油田产量水平。 

 

产品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产量 销量 

原油 25.68 25.16 23.96 22.25 7.18 13.08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0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于2020年4月16日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向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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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36,000万元，用于电池技术国际科创中心项

目、高能量密度微型电池产业化项目、高倍率快充电池暨新能源汽车48V启停电源产业化项目以及

偿还借款。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具体情况请见公司2020年4

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对外披露的《洲际油气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若本次发行顺利完成，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降低，有利于优化公

司产业结构布局，在夯实传统油气业务的前提下，逐步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通过不同业务条线

的周期风险对冲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三、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一）与奥克斯的企业借贷纠纷结案 

因企业借贷纠纷，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克斯公司”）将公司诉至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5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对外披露的《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司根据与奥克斯公司达成的《执行

和解协议》，于 2020年 2月将相关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全部付清。2020年 3月 16日，宁波中院

向公司发出《结案通知书》（[2019]浙 02执 225号）,本案届已执行完毕。 

（二）与自然人李巧丽的企业借贷纠纷和解 

因企业借贷纠纷，自然人李巧丽于 2018年 12月向深圳市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9年 5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对外披露的《涉及诉讼的

公告》。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与自然人李巧丽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公司同意偿还自然人

李巧丽本金、利息、律师费等合计 2.6亿元。 

（三）与国鼎晟的企业借贷纠纷进展 

因企业借贷纠纷，深圳国鼎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鼎晟”）作为申请人向湛江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5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对外披露的《涉及诉讼及诉讼和解的公告》。湛江仲裁委员会于 2020年 1月 8日向公司下达了《裁

决书》，裁定公司向国鼎晟偿还本金 7502.62 万元及逾期利息，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西正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新增诉讼、仲裁事项 

1. 因企业借贷纠纷，海隆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9年 6月 24日将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

洲际联合油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联合”）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

京朝阳法院”），请求洲际联合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律师费共计 3,387,116.44元。2019

年 9月 19日，北京朝阳法院受理此案，并于 2019年 10月 22日开庭审理。目前，本案尚在审理

中。 

2. 因企业借贷纠纷，深圳国鼎晟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9年 7月 22日，作为申请人向湛江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被申请人一洲际油气，偿还本金人民币本金、利息共计 62,536,574.20 元，

并承担本案受理费、处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同时请求被申请人二广西正

和对被申请人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目前，本案尚在审理中。 

3. 因企业借贷纠纷，深圳市融易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年 7月 22日，作为申请人向湛

江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公司偿还借款人民币本金、利息共计 79,329,807.53元，并承担本

案受理费、处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同时请求被申请人二广西正和对被申

请人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目前，本案尚在审理中。 

4. 因企业借贷纠纷，2020年 3月 18日，东营齐海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向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洲际油气偿还借款本金 12,000,000元及相应滞纳金，并承担本次诉讼费

用。目前，本案尚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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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诉讼、仲裁事项的结案、和解及相关进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 4月 2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对外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市场原油需求下降，导致布伦特油价自2020年3月以来低位

运行，对公司油气主业经济效益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公司名称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文韬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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