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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众环专字[2020]630184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 2020 年 5 月 11 日下发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173 号《关于对潜能恒信

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本所作为上市公司潜

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潜能恒信”或“公司”）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会计师会同潜能恒信对问询函提到的问题逐项落实并进行了核实，现就问询函提及的相关问

题答复如下： 

问题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4 亿元，同比增长 59.89%，净利润 0.26 亿

元，同比下降 9.72%。其中，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0.97 亿元、净利润 0.18 亿元，分别占

报告期营业收入、净利润总额的 55.61%、67.58%，主要原因系本期与中石油合作的新疆准

噶尔盆地九 1—九 5 区块石油合同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正式执行。请结合报告期内新疆准噶

尔盆地九 1—九 5 区块石油开发和生产具体情况、产品销售具体情况、下游客户名称及与你

公司的关联关系、收入确认依据及确认时点等详细说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前三

季度大幅上涨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意见。 

【公司回复问题 1】： 

公司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9,705.44 万元、净利润 1,769.03 万元，分别占报告期营业收

入、净利润总额的 55.61%、67.58%。主要原因系本期与中石油合作的新疆准噶尔盆地九 1

—九 5 区块石油合同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正式执行，该区块 2019 年 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4,569.26 万元。 

1、报告期内新疆准噶尔盆地九 1—九 5 区块石油开发和生产具体情况 

潜能恒信海外全资公司智慧石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石油”或“合同者”）

通过参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或“集团公司”）组织的对

外合作招标，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与中国石油签订了为期 30 年的石油产品分成合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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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准噶尔盆地九 1-九 5 区块开发和生产石油合同》（以下简称“石油合同”），取

得了中国准噶尔盆地九 1-九 5 区块开发和生产权益。合同区位置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缘，

面积 20 平方公里，距离克拉玛依市东北约 40 公里,是一个正在开发中的区块，目前年产量

约 60 万吨。根据石油合同约定，智慧石油成为合同区内石油开发作业和生产作业者。 

根据石油合同约定：每一油田的年度原油总产量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规定缴纳增

值税和资源税，并应通过中国石油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以实物缴纳（除非中国法律另有规

定）。年度原油总产量固定比例作为费用回收油，回收生产作业费、前期费用、评价费用、

开发费用，剩余原油作为“分成油”由双方按合同规定的分成比例分配。 

2019 年 12 月，九 1-九 5 区块完成原油开采 53,564.00 吨，双方根据石油合同约定进行

分配。 

2、销售情况、下游客户名称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收入确认依据及确认时点 

九 1-九 5 区块生产的原油产品销售客户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油气

储运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新疆储运分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油气储运分公司与智慧石油（克拉玛依）投资有限公司原油购销合同》

约定，智慧石油（克拉玛依）根据取得的双方认可的计量凭证作为当月销售收入的确认依据，

参考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相邻油田相同品质原油价格进行结算。2019 年 12 月，九 1-

九 5 区块销售原油 53,500.00 吨，其中归属于公司的部分为 4,569.26 万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油气储运分公司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的分公司，其工商信息具体如下： 

总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2007668237565 

成立日期 2004-09-29 

负责人 赵文峰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新疆克拉玛依市金龙镇 

经营范围 
石油天然气及其产品管道运输；仓储；中转。（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下游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新疆准噶尔盆地九 1—九 5 区块石油合同收入确认依据及确认时点符合业务实际情

况符合会计准则要求，下游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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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前三季度大幅上涨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情形。 

【会计师回复问题 1】： 

1、核查程序 

（1）执行管理层访谈程序，了解业务合作背景，合作模式，合同签订情况等内容；  

（2）检查智慧石油与中石油签订的石油开发与生产合同，关注合同的主要交易条款，

相关会计核算是否符合准则的规定； 

（3）获取并检查由中国石油新疆储运分公司确认的计量凭证，确认其相关数量、金额

是否与账面确认一致； 

（4）检查主要生产作业成本的采购合同、发票、劳务结算单、款项支付凭据等，确认

其与账面确认生产作业成本一致； 

（5）对中国石油新疆储运分公司、主要供应商实施函证程序，函证内容包括合同的主

要交易条款，结算金额等；  

（6）对期后回款进行检查，核对回款凭据，关注是否存在无关联第三方代为支付款项； 

（7）查询中国石油新疆储运分公司工商信息，关注是否与潜能恒信存在关联方关系。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新疆准噶尔盆地九 1—九 5 区块石油合同收入确认依据及确认时

点符合业务实际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要求，未发现下游客户与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公司第

四季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前三季度大幅上涨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情形。 

问题 2：报告期内，你公司东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11,549.10 万元，同比增长 2,732.53%，

西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4,664.29 万元，同比增长 13,504.18%，分别占报告期总营业收入的

66.17%、26.72%。请结合你公司本报告期各地区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说明报告期东部、西

部地区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问题 2】： 

报告期内，公司东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11,549.10 万元，同比增长 2,732.53%，西部地

区实现营业收入 4,664.29 万元，同比增长 13,504.18%。报告期内，公司东、西部地区营业

收入按照类型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分行业 2019 年营业收入 2018 年营业收入 

东部地区 石油勘探技术服务 7,356.26 2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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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 3,718.76 133.06 

石油勘探工程服务 474.08  

小计 11,549.10 405.87 

西部地区 

油气开采 4,569.26  

石油勘探技术服务 60.74  

租赁 34.29 34.29 

小计 4,664.29 34.29 

公司东部地区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主要原因为石油勘探技术服务业务收入较 2018 年增

加 7,083.45 万元，租赁业务较 2018 年增加 3,585.70 万元。 

作为公司拓展境外项目的窗口， 2018 年境外区块的石油勘探技术服务和石油勘探工程

服务均以美国孙公司 SINOGEO E&P Service LLC 进行承接，再通过内部交易由母公司具体

执行。2019 年因客户投资主体为境内公司，该类业务直接由母公司承接（2019 年收入 5770.75

万元），从而东部石油勘探技术服务和石油勘探工程服务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公司东部地区营业收入中租赁业务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2019 年公司设备经营租赁业

务确认收入增长。其中 2019 年与山东汇科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共签订两个租赁合同，租赁设

备的最终使用方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取得租金收入 770.70 万元。

2019 年 6 月公司与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直接参与中石

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装备中心的询价取得租赁业务，取得租金收入 2662.29 万元。 

西部地区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主要原因为本年新增在产区块准噶尔盆地九 1-九 5 区块

油气开采业务收入确认 4,569.26 万元。 

公司报告期东部、西部地区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符合公司地区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具有

合理性。 

【会计师回复问题 2】： 

1、核查程序 

（1）了解业务背景，分析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2）了解、测试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3）对主要项目向公司内部相关人员访谈，了解业务具体实施过程，包括项目从接洽、

业务准备、合同签订、工作实施、工作汇报至最终项目验收的整个过程； 

（4）检查询价函、招投标文件，了解项目询价、招投标过程；获取并检查相关租赁合

同，对合同的主要条款及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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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查客户销售合同，识别与商品、技术服务相关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条款，评价收

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6）检查项目进度情况、阶段验收报告、终期验收报告、租赁标的运输的物流信息，

运输费用的支付情况等； 

（7）检查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尤其关注大额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8）检查潜能恒信的大额银行流水，关注是否存在除正常销售回款外与客户有其他大

额资金往来； 

（9）对主要客户执行现场访谈程序，向对方了解客户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权结

构、业务情况、人员规模、业务合作背景、合同签订及履行情况、与潜能恒信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等，取得对方签署的承诺函； 

（10）对客户进行函证，函证内容包括合同内容、项目完成情况、应收账款余额、本期

交易发生额； 

（11）对重要项目利用外部专家工作审查重要项目的原始资料、研究过程图件、研究成

果； 

（12）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收入执行截止测试，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

计期间。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东部、西部地区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符合公司地区业务开展

的具体情况，具有合理性。 

问题 3：报告期内，你公司石油勘探技术服务、石油勘探工程服务、油气开采毛利率分

别为 68.63%、39.08%、42.52%，分别同比上升 16.54、21.36、14.27 个百分点，其中石油

勘探工程服务、油气开采业务毛利率连续两年大幅增长。请你公司结合经营环境、同行业

公司情况、各项业务收入及成本等变动情况详细说明毛利率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当

前毛利率水平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问题 3】： 

1、各项业务收入成本及毛利率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石油勘探技术服务  7,436.85 2,332.59 68.63% 2,520.79 1,207.67 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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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勘探工程服务  474.08 288.79 39.08% 2,839.37 2,336.10 17.72% 

油气开采 4,569.26 2,626.33 42.52% 4,086.63 2,932.07 28.25% 

石油勘探技术服务毛利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在折旧摊销等固定成本保持相对稳定的情

况下，随着全球油气市场逐渐回暖，石油公司对石油的勘探投入增加，公司技术服务业务量

增长导致毛利率增长。 

石油勘探工程服务的毛利率相对于石油勘探技术服务收入的毛利率较低，2019 年该业

务的毛利率之所以同比上升 21.36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 2018 年度主要受两个毛利率较低

的项目的影响，2018 年度公司为了积累美国 Reinecke 区块相关工程管理经验承接周边

HARMONIA MIDLAND BASIN 区块地质钻井一体化总包服务合同，收入 1719.04 万元，毛利率

14.28%；另一个巴基斯坦二维采集项目由于地区政局动荡导致工期拖得较长，从而毛利率较

低，为 23.01%。 

2019 年的油气开采收入来源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九 1-九 5 区块，2018 年的油气开采

收入来源于美国 Reinecke 区块，由于区域地质差异、区块油气开采的生产工艺差异、区块

开发程度不同、产品差异、市场差异、油价差异等，二者的毛利率不具有可比性。 

2、同行业公司毛利率情况 

由于公司所处细分行业为地震数据处理解释行业，目前尚没有完全可比的国内上市公

司，细分行业状况也缺乏公开统计数据，故无法做出准确的定量分析，公司以为油田公司服

务的国内可比上市公司进行比较。综合毛利率因可比公司具体所在行业特性、公司经营模式

等不同而存在差异。 

公司名称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长幅度 

准油股份 15.65% 6.47%  9.18%  

中海油服 18.77% 10.95% 7.82%  

杰瑞股份 37.37% 31.65% 5.72%  

神开股份 35.47% 32.62% 2.86%  

海油工程 12.16% 9.27%  2.89%  

潜能恒信（石油勘探技术服务） 68.63% 52.09% 16.54% 

潜能恒信（石油勘探工程服务） 39.08% 17.72% 21.36% 

潜能恒信的石油勘探技术服务毛利率远高于其他油服上市公司的主要原因一是潜能恒

信提供的技术服务软件占比较高，能产生较高的附加值，二是其他油服公司的业务还包含了

较多的石油勘探开发工程硬件方面的经营与服务。 

潜能恒信 2008-2013 年度石油勘探技术服务收入的毛利一般在 70%左右，2014 年受国

际油气价格行情不振影响，国内市场对潜能恒信传统的地震资料处理解释技术服务需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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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且潜能恒信 2013 年开始逐步向上游转型，勘探技术服务项目的不断减少，相应导致勘

探技术服务收入不断减少，潜能恒信单位技术服务成本相应增加导致毛利率大幅下降。 

2018 年全球上游市场回暖后，石油公司投资明显增加，国内加大勘探开发力度，三大

油同时国家密集出台各项政策推动油气改革，受国际国内利好因素影响，油服企业的业务量

有所增长，各相关公司毛利率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公司的石油勘探技术服务、石油勘探工程服务、油气开采的毛利率大幅上升符合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与同行业公司毛利率增长趋势一致、当前毛利率水平增长的原因合理，由于毛

利率的变动与收入结构、收入规模、油价等具有较大的相关性，毛利率出现波动具有合理性。 

【会计师回复问题 3】： 

1、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的业务类型，同一业务不同期间的波动情况，分析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查阅同行业油服公司的毛利率变动情况，分析毛利率波动是否符合行业趋势。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潜能恒信的石油勘探技术服务、石油勘探工程服务、油气开采的毛利

率大幅上升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与同行业公司毛利率增长趋势一致、当前毛利率水平增

长的原因合理，由于毛利率的变动与收入结构、收入规模、油价等具有较大的相关性，毛利

率出现波动具有合理性。 

问题 4：报告期内，你公司利用闲置设备开展租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972.86 万元，

同比增长 238.5%。（1）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油田勘探和开发业务开展情况、设备使用

情况及使用效率等说明你公司利用闲置设备开展的租赁业务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相关闲置设备应用领域，相应勘探、开发项目是否存在进展缓慢情形以及可行性是否

发生变化；（2）年报披露，你公司向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装备管理中心、山

东汇科石油装备有限公司租赁资产涉及金额分别为 3,979.99 万元、801.1 万元，租赁期起止

日分别为 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0 年 1 月 5 日、2019 年 7 月 14 日至 2019 年 9 月 26 日，

并分别实现租赁收益 2,432.23 万元、448.72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租赁业务模式、租赁资产

的具体内容、租赁价格并对比同行业情况、相关业务回款情况，说明前述两项租赁业务定

价的公允性、与前述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具体会计处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意见。 

【公司回复问题 4】： 

1、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油田勘探和开发业务开展情况、设备使用情况及使用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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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你公司利用闲置设备开展的租赁业务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闲置设备应

用领域，相应勘探、开发项目是否存在进展缓慢情形以及可行性是否发生变化。 

公司机器设备主要分两类：第一类设备用于提供数据处理、解释的传统技术服务，该类

设备除了对外提供技术服务外，还用于潜能恒信与中海油、中石油、蒙古国等合作开发区块

提供服务，此类设备不存在对外出租的情形。 

第二类设备为采集设备，公司采购的地震采集设备未来除继续寻找外部采集项目，也将

向自有区块提供数据采集服务，由于目前合作区块尚无数据采集任务，公司将暂时闲置的该

类采集设备对外出租，以提高设备使用效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作的各个区块勘探开发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区块名称 

投入 潜能恒信累

计提供服务 
勘探阶段 

油气资产 在建工程 费用化支出 

1 准噶尔盆地九 1-九 5 区块 34,786.44  328.99  
在产油田 

2 中国渤海 05/31 区块  22,176.93 16,137.94 6,172.68 
勘探期第

三阶段 

3 中国南海 10-3 区块  825.37 1,286.39  
整体开发

方案审批 

4 蒙古国 Ergel-12 区块 537.27  310.67  勘探 

5 中国南海 22/04 区块 346.96  615.46 36.85 
测井评价

及解释 

6 中国渤海 09/17 区块 175.67  2,556.91 1,305.70 
勘探期第

一阶段 

公司各区块目前均按照既定计划进行勘探开发，目前潜能恒信向各区块提供的服务均为

处理解释服务，公司处理解释服务设备并未对外出租。 

蒙古国 Ergel-12 区块由于受劳务签证等问题的影响，勘探进度有所延迟，采集设备暂时

处于闲置状态，采集设备的出租对相关勘探、开发项目无影响，项目可行性未发生变化。 

2、请你公司结合租赁业务模式、租赁资产的具体内容、租赁价格并对比同行业情况、

相关业务回款情况，说明前述两项租赁业务定价的公允性、与前述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具体会计处理。 

（1）报告期与山东汇科石油装备有限公司的租赁业务情况 

公司与山东汇科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汇科）2019 年共签订两个租赁合同，

合同标的均为 428XL 采集链，数量分别为 4000 道、6000 道，与山东汇科的租赁合同均已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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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执行完毕，最终结算的租金总额（含税）870.89 万元，应收租赁款均当年度回款。 

山东汇科从事物探设备的租赁业务，向潜能恒信承租的设备转租给最终使用方中石化石

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2）报告期与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装备管理中心的租赁业务情况 

公司与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装备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石化装备中心”）

2019 年共签订两个租赁合同，合同标的分别为 30000 道 428XL 采集链、9600 道 428XL 采集

链及相关配套设备，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租赁收入分别为 2,511.00 万元、151.29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租赁期未结束，按照合同约定，未到回款期。根据合同约定 4 月

15 日回款 1,006.83 万元，中石化装备中心 2020 年 4 月 10 日出具延期付款说明：由于新冠受

疫情影响，复工时间延期，中石化装备中心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支付上述 1,006.83 万元。 

承租方中石化装备中心即为最终使用方。 

（3）租赁业务定价的公允性 

由于公司出租的 428XL 系十分小众的专业设备，通过中石油及中石化招标投标网等查

询，未发现 428XL 采集设备的招投标信息，但是查询到 408XL 采集设备的招投标信息，2019

年 1 月 4 日，中石油物探二公司在中石油招标投标网上公示了其 408 地震采集设备租赁项目

的中标候选人，价格信息如下： 

投标人 标段 标段报价 

涿州昌迪石油仪器有限公司 标段一:2018 年物探二公司 408 采集链租赁项目 10.5 元/天/道 

北京天甘元工贸有限公司 标段一:2018 年物探二公司 408 采集链租赁项目 10 元/天/道 

鉴于 428XL 采集设备为 408XL 的升级版本，购买价格较高，性能更加优越，428XL 采

集设备租赁价格高于 408XL。 

公司通过山东汇科向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租赁 10000 道

428XL，经查询山东汇科向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进行租赁的合同，

除设备转租差价外合同租赁单价与上述价格基本相符。 

2019 年 8 月，中石化装备中心向 5 家具有采集设备租赁服务能力和资质的公司发出询

价函，最终公司以相比较低价格与中石化装备中心签订 30000 道 428XL 的租赁合同。 

中石化装备中心组织装备管理中心 2019-2020 采集设备租赁框架协议招标，公司中标，

并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与中石化装备中心签订《2019-2020 采集设备租赁框架协议》，并签

订了第一笔 9600 道 428XL 采集链及相关配套设备租赁的订单。 

通过比较公开的招投标信息及山东汇科与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西南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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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合同价格，公司向中石化装备中心出租的 428XL 是经中石化装备中心多方询价后确定

的合同价格，不同合同间价格基本一致，租赁价格公允。此外，为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公司参与中石化装备中心组织的装备管理中心 2019-2020 采集设备租赁框架协议招标，

并以相比略低价格中标，由于该框架协议涵盖期间较长、数量多，并通过公开招投标取得，

价格公允。 

（4）公司与前述客户的关联关系 

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装备管理中心系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SGC”）的分公司。经工商查询，SGC 的股权结构如下： 

 

SGC 公司主要人员为：周松（经理、执行董事）、周世良（监事）。 

经工商查询，山东汇科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苑玉庆 1000.00 100% 

山东汇科主要人员为：苑玉庆（执行董事兼经理）、孟红卫（监事） 

公司与山东汇科、SGC 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5）具体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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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营租赁业务处理，根据设备实际租赁天数计提租赁收入，借记应收账款，贷记其

他业务收入，应交税费；设备在租赁期间的折旧、运费等作为其他业务成本，借记其他业务

成本，贷记累计折旧、银行存款等。 

公司利用闲置设备开展的租赁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具有合理性，相应勘探、开发项目按照

公司的勘探开发计划开展，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变化；前述两项租赁业务定价公允、与前述

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回复问题 4】： 

1、核查程序 

（1）向管理层及相关业务人员访谈，了解业务合作背景、商业合理性； 

（2）了解、测试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3）获取并检查潜能恒信及其关联人出具的内部承诺函，关注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持

有承租方的股份、直接或间接为承租方提供财务资助及融资担保情形； 

（4）查询山东汇科、中石化装备中心、SGC 工商信息，关注是否与潜能恒信存在关联

方关系； 

（5）获取并检查相关租赁合同，对合同的主要条款及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6）检查招投标文件及询价文件，了解项目招投标及询价过程； 

（7）检查租赁标的运输的物流信息，运输费用的支付情况； 

（8）分析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9）对经营租赁业务的毛利率进行合理性分析； 

（10）对回款情况进行检查，核对回款凭据，关注是否存在无关联第三方代为支付款项； 

（11）检查潜能恒信的大额银行流水，关注是否存在除正常销售回款外与承租方有其他

大额资金往来； 

（12）实施函证程序，对合同内容、合同执行情况、收入金额、回款金额、应收余额等

内容进行函证； 

（13）对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执行现场访谈程序，了解合同签订流程、定

价原则、租赁标的、用途、租金、租赁期间、设备交接情况及合同的实际执行情况。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潜能恒信利用闲置设备开展的租赁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具有合理性，相

应勘探、开发项目按照公司的勘探开发计划开展，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变化；前述两项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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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定价公允、未发现与前述客户存在关联关系，会计处理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6：报告期内，你公司境外地区实现营业收入为 1,219.81 万元，同比下降 87.22%。

而境外全资子公司 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789.09 万元，同比增长 29.93%，实现净利润-4,306.21 万元。该境外子公司公司主要业务

为贸易、投资、咨询、能源技术服务，2017 年亏损 1,539.08 万元，2018 年盈利 554.81 万

元。（1）请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境外营业收入大幅下降以及小于境外子公司 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本期营业收入的原因及合理性；（2）请结合 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说明其净利润大幅波动的原因

及合理性，本期大幅亏损的原因，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问题 6】： 

1、请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境外营业收入大幅下降以及小于境外子公司 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本期营业收入的原因及合理性。 

（1）报告期境外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的原因 

2018、2019 年境外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收入分类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石油勘探技术服务  2,247.98 

石油勘探工程服务  2,839.37 

油气开采  4,086.63 

租赁 1,219.81 368.89 

合  计 1,219.81 9,542.87 

作为公司拓展境外项目的窗口， 2018 年境外区块的石油勘探技术服务和石油勘探工程

服务均以美国孙公司 SINOGEO E&P Service LLC 进行承接，再通过内部交易由母公司执行。

2019 年因客户投资主体为境内公司，该类业务直接由母公司承接，从而境外无石油勘探技

术服务和石油勘探工程服务收入。 

境外租赁收入来源于控股孙公司 SINOGEO SEISMIC SERVICE (HK)  LIMITED 的融

资租赁业务，承租方为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

2019 年度较 2018 年度收入增长的原因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融资租赁业务主要在 2018

年下半年开展，2018 年的租赁期相对于 2019 年租赁期短相应确认的租赁收入少，二是 2019

年新增融资业务导致租赁收入增加 609.52 万元。 

上期的油气开采收入来源于境外美国 Reinecke 区块，由于该区块于 2018 年底出售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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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生物礁常规老油田部分，2019 年无境外油气开采收入。 

（2）境外营业收入小于境外子公司 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本期营业

收入的原因 

境外全资子公司 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789.09 万元，其中属于境外收入的 1,219.81 万元来源于境外控股孙公司 SINOGEO 

SEISMIC SERVICE (HK) LIMITED 的融资租赁收入，其余油气开采收入 4569.28 万元来源

于准噶尔盆地九 1-九 5 项目，因该收入来源于中国境内，属于境内收入，所以境外营业收

入小于境外子公司 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本期营业收入。 

公司报告期境外营业收入大幅下降以及小于境外子公司 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本期营业收入的原因合理。 

2、请结合 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说明其

净利润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本期大幅亏损的原因，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近三年主要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油气开采收入 4,569.26 4,086.63 2,507.13 

油气开采成本 -2,626.33 -2,932.07 -2,168.33 

勘探支出（资本化） 35,505.67 -589.74 7,038.80 

勘探支出（费用化） -5,756.50 -3,166.78 -1,573.88 

利息收入 250.74 436.90 586.22 

汇兑损益 85.97 548.00 -560.51 

资产处置收益  7,407.50  

税费支出 -629.29 -1,494.83 -162.09 

其他 -200.06 -245.04 -167.62 

净利润 -4,306.21 4,640.31 -1,539.08 

注：2019 年勘探支出资本化主要为公司投资准噶尔盆地九 1-九 5 项目的前期费、签字

费支出和渤海 0531 项目 2018 年钻井的跨年支出。 

2017 年亏损主要原因是 0531 区块勘探开发投入费用化支出导致，当年度对合同区开展

如下勘探研究工作：渤海 05/31 合同区 2017 年地质综合研究及勘探部署方案研究服务、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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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05/31 合同区火成岩地震资料特殊处理及成藏条件研究服务、渤海 05/31 合同区深层地震

资料 WEFOX 连片处理及潜山整体认识研究、渤海 05/31 合同区 2017 年钻井地质设计编制

服务、渤海 05/31 合同区 2017 年单井地质评价及油藏评价研究服务等。 

2018 年盈利的主要原因是处置美国 Reinecke 区块实现收益 7,407.50 万元。2018 年合

作区块勘探投入费用化支出主要是0531区块持续勘探投入和新增合作区块的勘探投入费用

化支出。2018 年度，开展渤海 0531 合同区 2018 年地质综合研究及勘探部署方案研究、油

田 OIP 方案编制服务等形成费用化支出 2,306.58 万元；2018 年新增 10-3 和 2204 区块，

由公司和洛克石油作为共同作业者与中海油合作开发，当期联合洛克石油开展涠洲 10-3 西

油田及 22/04 区块的资料收集、涠洲 10-3 油田西区油藏精细描述服务等形成费用化支出

780.68 万元。 

2019 年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合作区块勘探开发投入费用化支出导致。其中 0917 区块费用

化支出 2,556.77 万元，该区块系 2019 年新增合作区块，本期购买数据包，对渤海 09/17 合

同区主要进行勘探开发整体规划部署研究、三维地震资料叠前时间偏移精细处理与解释、

2019 年度综合地质研究及井位部署、渤海 0917 合同区及周边老油田勘探开发现状分析等；

0531 区块费用化支出 1,753.04 万元，开展 2019 年地质综合研究及勘探部署方案研究、单井

地质评价及油藏评价、油田 OIP 方案编制服务等；10-3 区块 2019 年主要是编制整体开发方

案费用化支出 630.70 万元；2204 区块本期费用化支出 483.43 万元，对南海涠洲 22/04 合同

区内部三维地震资料精细处理，南海涠洲 22/04 合同区 2019 年综合地质研究及井位部署方

案研究等。 

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近三年净利润大幅波动的原因合理，除蒙古

国 Ergel-12 区块由于受劳务签证等问题的影响，勘探进度有所延迟外，公司各区块目前均按

照既定计划进行勘探开发，项目可行性未发生变化，金司南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会计师回复问题 6】： 

1、核查程序 

（1）了解本期重要业务背景，分析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2）评价、测试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3）检查主要客户销售合同，识别与商品、技术服务相关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条款，评

价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4）检查客户的油气销售结算单，核对相关数量金额是否与账面确认一致； 

（5）检查项目进度情况、阶段验收报告、终期验收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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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检查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尤其关注大额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7）对主要客户进行函证，包括期末应收账款的余额以及本期交易发生额； 

（8）选取部分主要客户执行现场访谈程序，了解客户基本情况、合作背景、合同执行

情况等； 

（9）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收入执行截止测试，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

计期间； 

（10）分析公司报告期各业务的变动情况及原因； 

（11）获得矿区权益合同，检查支付探矿权使用费的凭证，确认项目的真实性； 

（12）检查勘探支出资本化的依据，评价资本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3）获取并检查主要承建方的服务合同、工程结算单等支持性证据，核实勘探开发支

出金额；结合应付账款的审计，对主要承建方进行函证； 

（14）检查钻井费用支出的银行流水，确认收款单位为项目实施单位。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境外营业收入大幅下降以及小于境外子公司 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本期营业收入的原因合理；GOLDEN COMPASS ENERGY 

LIMITED 近三年净利润大幅波动的原因合理，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问题 10：年报披露，报告期末你公司开发支出余额 505.26 万元，主要为 16 级井下光

纤检波器技术（以下简称“检波器技术”），报告期内既无增加投入，也未转出至无形资

产。根据你公司前期对我部问询函的回复，该项目预计 2018 年进行现场实验，待完成现场

实验后，根据实验结果确认计入无形资产开始摊销或转出。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检波器技术

的最新研发进展及现场试验完成情况，是否已经达到计入无形资产的条件，如否，请说明

相关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变化。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问题 10】： 

1、合同签署基本情况 

2012 年 3 月，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与中

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了《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公司委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开发 16 级井下光纤检波器技术。 

目前乙方拥有两项专利（一种活塞式光纤光栅水听器，专利号：200710065324 和井下

光缆连接保护装置（专利号：201020264090.2），为乙方员工开发，但尚未形成产品，亦未

投入实际应用。双方签订该《技术开发（委托）合同》之目的即为将此两项专利形成实际产



第 16 页 

品。乙方研发此两项专利的员工亦为本《技术开发（委托）合同》的实际研发者。 

甲方委托乙方研究开发 16 级井下光纤检波器技术，该技术有望成为现有 VSP 技术的升

级换代方案。 

VSP(Vertical Seismic Profile)指垂直地震剖面，通过在井中不同深度的布置的多分量检

波器，将被测井周围数平方千米内的地震波采集起来，借助资料解释技术，形成高分辨率的

地震剖面，是一种优良地震勘探仪器。在井下石油地震勘探工作中，光纤检波器的优势表现

在：可以克服井下恶劣的环境（如高温、高压、腐蚀、地磁地电）对于传统的电子传感器的

干扰；可利用光纤长距离传输信号；光纤检波器横截面积小，在井筒中占据空间小，对其他

作业影响小；便于和分布式温度测量等其他光纤测井技术集成。 

2、项目研发情况 

（1）完成北京市科委“垂直地震测井 16 通道光纤检波器系统研制”课题验收会，重点

完成了垂直地震光纤检波器高温、高压系统的研究，研制出垂直地震测井光纤检波器系统工

程样机，技术指标经北京市地质协会组织专家进行测试，检波器单元性能指标达到:耐温大

于 150℃，耐压 100 MPa 等,达到了国外传统电学检波器的水平。 

（2）开展分布式光纤检波器和传统检波器的地面对比实验，结果表明：两种检波器对

折射波的记录追踪都比较好，光纤检波器相对动圈检波器波形特征更好一些，主要表现波动

学特征较好，可以完全记录耦合介质的震动。 

（3）根据前期的研究成果及实验的反馈，已申请两个专利、发表两篇文章。 

（4）2019 年，在项目井筒温度压力监测支持及解释技术服务项目中对地震测井 16 通

道光纤检波器系统进行了试验。 

根据 2019 年 12 月《地震测井 16 通道光纤检波器系统工业性试验及产品应用证明》的

试验结论：（1）光纤检波器满足井下温度压力采集任务的要求；（2）光纤检波器系统反射

记录显示在 80-150Hz 带宽范围深度反演波优于常规井下检波器采集资料。同时试验建议：

（1）尽可能降低光纤检波器系统背景噪声的影响，提升光纤检波器的动态范围；（2）根据

本次测试 35 口井结果，建议进一步优化检波器系统的样机，提高检波器系统的可靠性和稳

定性。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地震测井 16 通道光纤检波器系统一直处于试验完善阶段，

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变化。由于需要进一步完善，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不具备结转为

无形资产的条件。 

【会计师回复问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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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程序 

（1）获取并检查《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检查合同主要条款； 

（2）对开发支出的累计支出进行检查，包括支出的相关凭据，如合同、发票、资本化

的依据等； 

（3）对于完成的研发任务获取相关验收报告或试验报告，评价公司进一步工作安排的

合理性； 

（4）通过该项目的检查，评价项目的可行性是否发生变化。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该项目尚需要进一步完善，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目前不具备结转

为无形资产的条件，项目的可行性未发生变化。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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