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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关于对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半

年报问询函【2018】第 101 号），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

艾普”、“上市公司”或“公司”）各部门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就

关注函所涉及问题说明如下： 

 

1.半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8.43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5.74%，实现净利润 3786.2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27.88%，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5306.69 万元。请公司补充说明： 

（1）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之间的差异及产生原因； 

回复： 

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勾稽关系表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一、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3,879.11 

加：资产减值准备 86.24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2,934.92 

    无形资产摊销 1,903.14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37.1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0.31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6.42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3,580.82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44.59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494.27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1.43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601.38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8,812.9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0,872.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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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半年度净利润 3,879.11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306.69

万元，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折旧等折旧 2,934.92 万元、无形资产摊销

1,903.14 万元、财务费用 3,580.82 万元，存货减少 2,601.38 万元，经营性应收项

目增加 8,812.95 万元、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 10,872.33 万元。其中：经营性应收

及应付项目各项影响因素如下表： 

a、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明细 

单位：万元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较期初变动  

＝ 应收账款减少数   161,420.40   156,860.09   -4,560.31  

＋ 应收票据减少数   7,947.17   12,084.05   4,136.88  

＋ 预付账款减少数   11,024.36   4,978.80   -6,045.56  

＋ 其他应收款减少数   6,530.97   5,287.00   -1,243.96  

＋ 应收款项中非经营活动往来增加数   -     -     -1,100.00  

合计   186,922.90   179,209.95   -8,812.95  

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主要是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了 6,045.56 万元，主要是业

务发展需要采用预付账款结算方式支付物资采购款。 

b、半年报中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明细。 

单位：万元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较期初变动 

=  应付账款增加数 21,545.04 20,652.44 892.60 

＋ 预收账款增加数 16,760.93 15,232.52 1,528.41 

＋ 应付职工薪酬增加数 1,004.53 2,204.41 -1,199.88 

＋ 未交税费增加数 5,856.56 7,230.64 -1,374.07 

＋ 应付股利增加数 4,002.55 3,887.65 114.89 

＋ 应付票据增加数 20,651.66 33,755.21 -13,103.56 

＋ 其他应付增加数 8,855.72 40,197.45 -31,341.73 

＋ 应付款项中非经营活动往来减少数  - - 33,611.01 

合计 78,676.98 123,160.32 -10,872.33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减少主要是应付票据减少 13,103.56 万元，其中：对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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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信用证方式结算，信用证到期结算应付票据减少

16,600.28 万元，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出大额流出。 

其他应付款减少 31,341.73 万元,其中非经营活动往来款减少 33,318.53 万元，

包括应付保理业务款 26,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 7,318.53 万，剔除该因素影响，其

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 1,976.80 万元。 

（2）结合行业发展变化、公司业务竞争力、在手订单等情况，补充说明公司报

告期内利润大幅上升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变动一致、是否可持续。 

回复： 

国际油价震荡回升，国内、国际油服行业逐步复苏。公司将充分发挥综合油

服全产业链覆盖的优势，基于公司自身的技术储备，开展从综合能源勘探开发的

大型现代高科技软件研发、销售、技术服务业务和云计算、大数据等的研发服务

业务，到 EPC 工程设计、施工建设和运营一体化的技术服务业务，再到工业汽

轮机和离心式压缩机、特种车载装备系列及军工产品、中子发生器核心技术行业

应用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和仪器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业务。 

截止目前公司在手大额订单共计22.87亿元，剔除贸易业务订单后21.1亿元，

目前尚有正在执行大额订单及未执行订单在手，公司利润的实现受行业变化、项

目执行情况、信用政策以及汇率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暂无预测，公司将按

照会计准则要求进行核算。 

2018 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301.85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9.36%，

去年同期西油联合处置欧美克长期股权投资以及丧失控制权后剩余股权产生的

利得，该非经常性损益对上年同期净利润影响较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786.29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 427.88%（即 3,069.02 万）。本报告期收入同比下降 45.74%，成本下

降 52.82%，主要受金融机构授信政策、降低业务风险等因素影响，公司控制了

低毛利率的贸易业务规模，同时本报告期西油联合刚果布项目毛利率较高（具体

详见问题 2（1）回复），导致公司 2018 年上半年整体毛利相比去年同期由 10.63%

上升到 22.29%，毛利同比增加 2,278.84 万元，另一方面公司加强应收账款催收，

2018 年上半年按公司会计政策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同比减少 1,857.05 万元。 

经查阅万得石油天然气设备与服务 12 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归属于股东的



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9 家。均值较上年同期增长

287.43%。12 家上市公司虽具体业务存在差异，但公司总体利润趋势与行业变动

趋势基本一致，具体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8-6-30 2017-6-30 同比增减 同比变动（%） 

中海油服 -768 -610 -158 -25.83% 

杰瑞股份 17,506 891 16,615 1863.78% 

潜能恒信 875 -1,626 2,501 153.80% 

石化机械 -11,697 -16,852 5,155 30.59% 

如通股份 879 1,360 -481 -35.37% 

山东墨龙 2,398 -16,640 19,038 114.41% 

神开股份 41 -2,088 2,128 101.96% 

通源石油 4,081 -450 4,531 1006.40% 

道森股份 1,388 520 867 166.72% 

惠博普 3,010 9,406 -6,396 -68.00% 

恒泰艾普 3,786 717 3,069 427.88% 

吉艾科技 14,470 6,181 8,289 134.09% 

均值 2997.416667 -1599.25 4,597 287.43%  

 

2.半年报披露，公司子公司成都西油联合天然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油联合”）和四川川油工程技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油设计”）

主要从事工程技术业务。报告期内，西油联合实现收入 1.23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 155.71%，实现净利润 3,158.3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5.01%；川油设计

实现收入 6,622.7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98.27%，实现净利润 2,104.85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38.95%。 

2017 年 9月 13 日，公司披露公告，完成雅江县恒普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雅江恒普”）的工商注册登记；2018 年 8 月 15日，公司披露公告，称结合

雅江县域燃气建设经验，考虑到色达、乡城、得荣、甘孜等城市规模小，项目

建设周期长，川油设计将原计划在上述设立的恒普天然气有限公司的 55%持股

比例下降至 1%。请公司： 

（1）结合西油联合业务来源、提供技术业务方式、收入确认政策以及成长

性，补充说明报告期内西油联合前五大客户名称、销售收入、实现利润，是否

与同类上市公司业务变动一致，利润变动幅度与收入变动幅度不一致的原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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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报告期内取得上市公司借款 1.38 亿元的用途、是否能按期归还。 

回复： 

2018 年上半年，西油联合主营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境内技术服务项目和境外

项目，其中境内业务主要由海南地热项目、维保等组成，境外主要是刚果佳柔油

田技术服务及相关材料购销项目。 

1、销售业务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确认收入： 

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

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

地计量。 

西油联合销售收入确认标准及确认时间的判断标准：商品交付客户并经对方

验收合格时确认。 

2、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即同时满足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交易

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

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

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

务成本；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

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西油联合对于按照服务期间或者单位（如井位数）为计价单位收取的服务费，

按照实际完成的服务时间或经甲方确认的工作量（如井位数），以合同约定的单

价确认服务收入金额。 

表 2-1：西油联合前五大客户收入、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毛利 

1 永华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9,697.87  4,571.80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 239.65  190.65  

3 岳阳长炼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广元分公司  225.65  107.39  

4 优尼科东海有限公司 145.38  24.19  

5 成都一诺金帝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81.11  27.02  

合计 10,389.66  4,921.05  

https://www.baidu.com/s?wd=%E9%94%80%E5%94%AE%E5%95%86%E5%93%81%E6%94%B6%E5%85%A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8F%90%E4%BE%9B%E5%8A%B3%E5%8A%A1%E6%94%B6%E5%85%A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8F%90%E4%BE%9B%E5%8A%B3%E5%8A%A1%E6%94%B6%E5%85%A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8%AE%A1%E5%85%A5%E5%BD%93%E6%9C%9F%E6%8D%9F%E7%9B%8A&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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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本报告期上半年各家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呈上涨趋势，利润与收入上涨趋势匹

配。具体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8-6-30 2017-6-30 同比变动 2018-6-30 2017-6-30 同比变动 

潜能恒信 6,530 2,404 171.61% 875 -1,626 153.80% 

神开股份 27,744 21,228 30.69% 41 -2,088 101.96% 

通源石油 76,402 30,469 150.75% 4,081 -450 1006.40% 

吉艾科技 36,110 24,196 49.24% 14,470 6,181 134.09% 

西油联合 12,344 4,810 156.64% 2,918 -1,144 355.09% 

均值 31,826 16,621 91.48% 4,477 175 2463.93% 

 

报告期内，西油联合实现收入 1.2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56.64%。刚果布

项目收入 9,698 万元，占 2018 年上半年收入比重 79%。该项目于 2017 年末开始

现场施工，并在 2018 年上半年陆续完成单井服务工作量，该项目的实施是 2018

上半年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 

西油联合与甲方永华石化于 2017 年 5 月签署佳柔油田技术服务合同，合同

期五年。按照合同约定，西油联合为甲方佳柔油田提供包括钻井、录井、和定向

工程技术服务。此外，西油联合按甲方要求提供作业所需的部分材料。（上述合

同经过恒泰集团第三届第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于 5 月 17 日公告[公告编

号 2017-061]）。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西油联合确认该项目工程服务收入 6,393 万元，并

确认与此相关的材料销售收入 2,694 万及运费收入 611 万（收入合计 9,698 万元）。 

2018 年上半年西油联合实现净利润 3,158.3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5.01%，

主要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影响较大。上年同期西油联合处置欧美克长

期股权投资以及丧失控制权后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了利得增加投

资收益，剔除该因素影响，2018 年净利润上涨与收入上涨趋势匹配。  

由于上年 11 月出售并完成特多钻井公司的交割，造成西油联合 2018 年上半

年报表在合并口径上与上年同期出现差异。2018 年西油联合销售毛利率为

41.75%。剔除合并口径差异影响，西油联合上年同期销售毛利率 40.83%，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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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基本持平。 

作为上市公司工程板块重要的全资子公司，西油联合承担着国际国内油气、

地热等工程业务开拓和项目实施的任务。上市公司实行资金集中管理和调配，根

据西油联合业务发展需要和项目实施的情况，上市公司向西油联合提供 1.38 亿

元的借款，以满足西油联合经营资金的需求。西油联合正处于业务发展的阶段，

西油联合可通过自身经营活动和融资获取资金，以偿还该笔借款。目前，上市公

司将会根据西油联合的业务实施情况确定借款的归还时间，同时，上市公司也可

以该笔借款转增对西油联合实收资本，以增强西油联合运营实力。 

（2）结合川油设计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政策，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川油设计

前五大客户名称、销售收入、实现利润，利润增幅低于收入增幅的原因及合理

性。 

回复： 

川油设计是一家工程勘察设计公司，按现有勘察设计行业资质和工程建设管

理的规定，可以从事其资质范围的 EPC 总承包。所以川油设计的业务有两种模

式： 

完成单纯的工程设计任务，主要包括：项目规划、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

计、施工图设计，既可完成以上各个阶段的业务，也可完成其中某一项工作，提

交文件后收取费用。 

EPC 总承包：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

工、分包管理、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收入确认政策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 

川油设计提供勘察设计服务和总承包实质上属于提供劳务，适用收入准则中

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原则。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

的，（即同时满足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

量），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

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

务成本；若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务

https://www.baidu.com/s?wd=%E6%8F%90%E4%BE%9B%E5%8A%B3%E5%8A%A1%E6%94%B6%E5%85%A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B3%E5%8A%A1%E6%88%90%E6%9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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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川油设计按照服务期间完工进度文件（勘察设计文件、预计总成本（概算）

及调整表），其他相关的如合同、补充协议、发票等作为收入确认的依据。 

 

表 2-2：川油设计前五大客户收入、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毛利  

1 镇雄县中城燃气有限公司 1,809.99  495.91  

2 雅江县恒普天然气有限公司 1,094.68  307.14  

3 四川利能燃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059.43  741.60  

4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436.69  310.05  

5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西北气矿  166.54  60.81  

合计 4,567.33  1,915.50  

 

报告期内，川油设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期间费用、净利润等增

减变动情况，详见下表： 

表 2-3：川油设计收入构成变动比较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期变动情况 

金额  金额  金额  百分比（%）  

营业收入 6,622.79 3,340.23 3,282.56 98.27 

其中：EPC总承包 3,501.39 243.96 3,257.43 1335.23 

勘察设计 3,121.40 3,096.27 25.13 0.81 

营业成本 3,377.79 1,184.83 2,192.96 185.09 

其中：EPC总承包 2,267.97 161.72 2,106.25 1,302.41 

勘察设计 1,109.82 1,023.11 86.71 8.48 

毛利率 49% 64.53%  -15.53 

其中：EPC总承包 35.23% 33.71%  1.52 

勘察设计 64.44 66.96%  -2.52 

净利润 2,104.85 1,526.38 578.47 37.9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川油设计实现收入 6,622.79 万元，其中，EPC

总承包收入 3,501.39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52.87%，勘察设计收入 3,121.4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 47.13%；上年同期营业收入 3,340.23 万元，其中，EPC 总承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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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43.96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7.3%，勘察设计收入 3096.27 万元，占营业收入

的 92.7%。而 EPC 总承包的毛利率大大低于勘察设计的毛利率，因而在报告期

收入增长的情况下，毛利率反而下降了十五个百分点。由于报告期收入结构发生

变化，毛利率低的收入大幅增长，综合毛利率下降，导致报告期内利润增幅低于

收入增幅。 

（3）补充说明成立雅江恒普出资情况，是否已按 2017 年 9 月 12 日签订的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天然气利用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合同》约定，完

成了 LNG 储配站、供气主管道、城区主管网、大部分庭院管网建设项目，是否

已经验收合格，能否按预计时间在 2018 年 10 月前向雅江县城区供应天然气，

如否，请补充说明是否已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实际已投入金额、完工进度，是

否应按规定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一、成立雅江恒普出资情况 

2017 年 9 月 17 日，雅江县恒普天然气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金

1000 万元，其中四川川油工程技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认缴 510 万元，股权占比

51%，实缴出资 100 万元。经 2018 年 3 月 23 日恒泰艾普董事会审议，川油设计

将 45%股权认缴 450 万元、实缴出资 100 万元，以 100 万元转让给西藏恒泰艾普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恒泰艾普全资子公司）。股权交割完成后，雅江县恒普天然

气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持股比例 实缴金额 

西藏恒泰艾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0 万 45% 100 万元 

四川绿珂能源有限公司 410 万 41% 21.11 万元 

四川川油工程技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60 万 6% 13.33 万元 

谢建峰 80 万 8% 尚未出资 

合计 1000 万 100% 134.4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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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目前雅江天然气项目工程进度及投入情况如下：（截止 9 月末） 

 

规划建设内容 完工进度 未完成（在建）内容 

建设内容  投资金额 完成项目 完成金额 未完项目 
未完成金

额  

LNG储配站及

配套 1 座 
1742 

场地平整、站房基础

及房顶浇筑、进场站

道路辅桥修建。 

719  
工艺、电器、自

控等安装 
1023  

燃气管网 11.7

公里 
1409 

除穿跨越工程其他

全部完成 
1199  管道穿跨越 210  

土

地

及

其

他 

赔偿费、

勘察设计

等 

629 

线路赔偿费、前期

费、勘察设计费、专

项评价费、总承包服

务费等 

390  
总承包服务费

等 
239  

土地购

买、建设

管理费等 

875 
土地购买、建管费、

监理费、预备费等 
740  

建管费、监理

费、预备费等 
135  

合计  4655  3048   1607  

截止 9 月末，工程建设已实际投入 3048 万元,占项目可研建设总投资 4655

万元的 65%。 

工程整体形象进度完成 65%，其中城区主管网已经完成；LNG 储配站、供

气主管道、部分庭院管网正在建设尚未完工。 

三、延后进行点火通气的审批程序 

按照 2017 年 9 月 12 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天然气利用项目投资

建设经营合同》约定，2018 年 10 月前向雅江城区供应天然气。因受天气原因影

响，整体工程建设延后 2 个月，预计 2018 年 12 月底完成建设达到点火通气条件。

（目前主体工程正在有序开展，该项延后的事情于 2018 年 9 月和地方政府主要

领导进行沟通，得到口头回复同意工期延后二个月）。 

四、关于项目建设进程的信息披露情况 

2018 年 4 月 21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截至 2017 年底，完成中

压燃气管网 3.3km建设，项目各项作业正常推进。2018 年 8 月 25 日，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截止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雅江县燃气项目工程正处于建

设期，其项目建设累计投入占预算的 31.1%，后续将视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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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补充说明色达、乡城、得荣、甘孜等天然气利用项目预计建设周期、

导致建设周期时间较长原因，降低持股比例是否需履行前置审批程序，是否已

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金额是否发生变化、项目资金来源、是否存在资金紧张

等情形、是否已有解决措施，是否就“待后期经营稳定后再协商燃气公司股权转

让事宜”签订补充协议，是否需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色达、乡城、得荣、甘孜等县地处四川省西部藏区，社会经济和地质条件较

为特殊，多地海拔 5000 米以上，且多为高山及丘陵地貌，工程勘察和施工难度

较大；区域内居住人口分布较为分散，燃气管道铺设路径较长；同时，该地区地

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风俗习惯与内地不同；另外，还面临区域内冬季较长，施

工有效期较短等不利因素。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该区域建设天然气项目需

要克服的困难较多，也因此造成建设周期时间较长。 

2018 年 8月 15 日公告披露，川油设计拟将色达、乡城、得荣、甘孜等 4县

恒普天然气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 55%下降至 1%。目前，已完甘孜县恒普天然气有

限公司股权工商注册变更登记（变更后川油设计持股 1%）；其他 3 县因未进入

项目建设实施阶段，后续根据项目进展，比照甘孜县流程，报地方政府核准后完

成工商注册变更登记即可。除工商变更外，县天然气公司股权调整无需其他前置

审批程序。 

截止 9 月末，色达、乡城、得荣、甘孜等 4县天然气项目均处于前期准备，

均未开工建设，色达、乡城、得荣 3 县天然气项目的可研建设总投资未发生调整，

甘孜县可研建设总投资从 5865 万元调整为 4989.78 万元，各县项目正在落实项

目前期手续，预计建设周期为 2019 年 3月至 2020 年 10 月。 

川油设计采用代建的方式负责项目的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业主方通过股权

和天然气收费权等质押方式进行融资，目前正与多家金融机构接洽筹备。 

目前尚未签订股权转让相关补充协议，后续将结合各县燃气公司项目进展、

公司运营和融资模式等客观条件签订。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于 2018 年 8月

14日发布《关于川油设计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下属县城人民政府签订天然

气 30 年运营权等相关事项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3） 

（5）补充说明交易对手方至今未按约定条款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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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否已构成违约情形。 

回复： 

2018 年 4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川油设计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暨股份补偿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

川油设计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川油设计原股东李

余斌、王佳宁将按照约定的补偿条款对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的股份数及退还现

金分红数如下： 

川油设计原股东 应补偿股份数量（股） 应退还现金分红数（元） 

李余斌 461,176 46,117.61 

王佳宁 197,647 19,764.69 

合计 658,823 65,882.30 

（注：2016 年 9 月 28 日，公司实施了 2016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712,772,08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以上议案同时提交了 2018 年 5月 11 日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注销方案实施的相关事宜： 

1、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或指定

专门股票账户、支付回购对价、办理补偿股份的注销手续、修订公司章程、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2、无论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否决补偿方案、债权人原

因）导致无法和/或难以回购并注销的情况下，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赠

与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股权登记日、办理股份过户手续等。 

后在办理股份回购事项的过程中，适逢公司 2017 年报问询函回复和公司

2018 半年度报告披露期间，因股份回购事项程序流程相对复杂，时间跨度较长，

未能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内完成。公司与股东李余斌、王佳宁达成一致，对

其回购股份及剩余未解锁部分股票实施了全部锁定，出于对合规性的谨慎考虑，

双方约定后续将重新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0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再次审议通过了《关于川油设计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暨股份补偿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川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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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后续支付回购对价、办理补偿股份的注销手续、修订公司章程、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业务办理完成需耗时两个月。该事项经双方同意一致延后，双

方均不构成违约，且截至目前，公司未在本年度进行利润分红，此次股份回购注

销事项不存在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半年报披露，子公司廊坊新赛浦特种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赛浦”）

目前业务包括能源装备制造和军工产品制造，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646.83 万

元、净利润-471.01 万元。经查以前年度定期报告，新赛浦 2017 年半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3309.84 万元、净利润 114.48 万元。请公司： 

（1）补充说明近三年新赛浦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例变动情况及原

因，前五名客户名称、销售金额、产品或服务内容、数量等，前五大供应商名

称、采购产品或服务、采购金额，并说明前五名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是否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新赛浦近三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9,395.58 5,240.10 4,176.37 

其中：车辆装备 15,588.54 2360.82 4,176.37 

测井服务 3,727.04 974.52 - 

其他 80.00 1904.76 - 

净利润 3,700.44 56.31 -789.36 

 

一、近三年收入和利润下降的原因： 

1、近三年国际油价的长期低迷以及我国石油战略调整，国内各油田勘探开

发积极性均不同程度受挫，油田测试井装备投入逐年递减，对民营油服企业整体

冲击较大，直接影响新赛浦公司测井车辆装备的日常销售。 

2、新赛浦公司的伊朗测井服务项目主要工作量于 2015 年基本完成，2016

年下半年及 2017 年未开展新的测井服务也是新赛浦收入整体下降的重要因素。 

3、自 2017 年三季度始，随着世界经济形式的转好，国际原油价格震荡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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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近期中东局势动荡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预计未来几年国际油价将会在高位运

行，国内各油田都为提高产量，设备投入陆续增加。但行业复苏对于油服行业设

备制造板块的拉动属于后端环节，需求释放相对滞后，虽 2017 年有回暖迹象，

但尚未形成大批量规模。 

二、近三年新赛浦公司供应商及客户情况 

 

单位：元 

2015 年前五大供应商  

前五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产品或服务内容 

是否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第 1 名 
天津市东方先科石油

机械有限公司 
29,023,865.00 石油钻机 否 

第 2 名 
东风特汽（十堰）客车

有限公司 
14,411,000.00 东风客车 否 

第 3 名 
湖南省机械设备进出

口公司 
6,513,000.00 进口奔驰底盘 否 

第 4 名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6,263,070.41 基建 否 

第 5 名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

限公司 
5,736,207.00 石油钻具、钻杆 否 

合计  61,947,142.41   

 

2016 年前五大供应商 

前五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产品或服务内容 

是否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第 1 名 
湖南省机械设备进出

口公司 
6,516,837.61 进口奔驰底盘 否 

第 2 名 
北京康威德国际通用

设备有限公司 
5,641,025.64 进口曼底盘 否 

第 3 名 
威海欧邦流体技术有

限公司 
1,648,717.95 

电驱车用进口电

机、电动机及电源  
否 

第 4 名 
十堰高祥物资贸易有

限公司 
1,519,914.53 

东风系列底盘（天

锦或天龙） 
否 

第 5 名 
北京海纳创为液压系

统技术有限公司 
1,414,736.75 

力士乐泵、马达、

阀体 
否 

合计  16,741,2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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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前五大供应商 

前五名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产品或服务内容 

是否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第 1 名 
东风特汽（十堰）客车

有限公司 
3,952,136.75 东风客车 否 

第 2 名 
北京银汉华星商贸有

限公司 
3,829,059.83 进口奔驰底盘 否 

第 3 名 
北京康威德国际通用

设备有限公司 
2,521,239.32 进口 MAN 底盘 否 

第 4 名 
威海欧邦流体技术有

限公司 
1,345,462.39 

电驱动车用电机

及发电机、电源 
否 

第 5 名 
天津圣远科技有限公

司 
1,224,487.18 

马拉松发电机、奥

南发电机及各种

控制器 

否 

合计  12,872,385.47   

 

2015 年前五大客户 

前五名 客户名称 销售额  
产品或服

务内容  

产品或服务数

量  

是否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 

第 1 名 
亚洲基什海路油田服

务公司 
37,270,440.00 测井服务 12 个月 否 

第 2 名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

限公司 
18,314,529.92 

测井车/仪

器车 
23 台（套） 否 

第 3 名 
四川石油管理局物资

总公司 
17,713,675.21 仪器车 15 台（套） 否 

第 4 名 
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

探物资采购中心 
10,222,222.22 

测井车/仪

器车 
8 台（套） 否 

第 5 名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国

际供应总公司 
9,702,492.31 测井车 7 台（套） 否 

合计 前五名小计 93,223,359.66    

     

2016 年前五大客户 

前五名 客户名称 销售额  
产品或服

务内容  

产品或服务数

量  

是否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 

第 1 名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 11,132,403.58 测井车/仪 11 台（套）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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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器车 

第 2 名 
亚洲基什海路油田服

务公司 
9,745,200.00 测井服务 3 个月 否 

第 3 名 
四川石油管理局物资

供应总公司 
6,717,641.18 仪器车 6 台（套） 否 

第 4 名 
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

探物资采购中心 
5,232,888.44 测井车 2 台（套） 否 

第 5 名 
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

有限公司测录井公司 
3,042,735.04 

测井车/仪

器车 
4 台（套） 否 

合计  35,870,868.24    

 

2017 年前五大客户 

前五名 客户名称 销售额  
产品或服

务内容  

产品或服务数

量  

是否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 

第 1 名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 
34,722,654.69 

测井车/仪

器车 
18 台（套） 否 

第 2 名 
胜利油田孚瑞特石油

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1,470,085.47 测井车 2 台（套） 否 

第 3 名 
廊坊开发区华泰油田

新技术有限公司 
1,277,777.77 测井车 3 台（套） 否 

第 4 名 
北京驰宇天空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 
1,191,452.99 特种设备 1 台（套） 否 

第 5 名 
SDPSERVICESLIMI

TED 
1,069,066.00 测井车 1 台（套） 否 

合计  39,731,036.92    

（2）结合新赛浦目前业务内容，补充说明新赛浦报告期内收入骤降原因及

和合理性，是否存在行业周期或其他限制，并补充说明新赛浦目前是否已实现

军品销售，并说明销售主要产品，是否为自主生产。 

回复： 

2018 年上半年及 2017 年上半年收入来源于测井车辆装备的销售，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2018 年上半年 2017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646.83 3,3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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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471.01 114.48 

 

一、2018 上半年收入骤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新赛浦公司近年来一直在积极调整业务布局，除高端特种装备制造外，陆续

布局了环保和新的军品业务，旨在增加盈利增长点，降低和平衡行业依存度；但

截止目前，石油特种装备制造仍为公司主营核心业务，尤其是石油测井绞车及测

井工程车占较大比重。上半年收入骤降的原因如下： 

1）石油行业随着国际油价的震荡上升，景气度逐渐提升，上游投资陆续增

加，但设备需求释放相对滞后。 

2）新赛浦公司主要客户之一中石油 2018 年将测井绞车划归一类物资，由中

石油物资公司统一集中采购，由于是第一次集中带量招标采购，前期的统一标准

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按照既往年度生产规律，本应上半年开始的测井车采购招

标工作延迟到到 9 月上旬，现已基本完成招投标工作，正在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依据目前的公示结果，公司在此次招标的总计预中标金额超过去年全年订单总

额。 

3）新赛浦的其他主要客户由于扭亏压力，继续持续抑制投资。随着行业的

整体回暖，预计近年积压的设备采购计划将会陆续获得批准。 

 

二、补充说明新赛浦目前是否已实现军品销售，并说明销售主要产品，是

否为自主生产。 

新赛浦军品生产包括既往已经形成销售的军品生产及新开展的靶机靶弹合

作项目，系公司近年积极布局、重点拓展的业务板块。 

军品生产质量工艺要求高，市场准入条件严格，为此，公司一直重视加强软

硬件建设，围绕拓展军品市场进行了一系列资质建设工作，在既往拥有的武器承

制资格、国军标认证等军品资格资质基础上，新近完成了军品生产两证合一资质

认证审核、通过国家二级保密资质审核，以上资质的取得和提升，为公司进一步

拓展军品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原有的军用产品主要包括：单兵作战山地爆破钻（武器级）、军用水文

测井车、维和抢险救援车等产品，均系自主生产并已实现销售 210 台套；除此之

外，公司自 2017 年底以来，积极与科研单位合作开发新的军用产品，目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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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浦公司与北京某科研单位合作的亚音速靶机、靶弹项目正在有序进行，现已基

本完成了由部件组装测试系统、整机总装测试系统、控制/动力联试标定系统、

半实物仿真系统和环境（可靠性）实验系统等组成的生产线设备的安装工作，目

前正在进行综合调试、测试，预计年底前开始样机试生产。 

 

4.半年报披露，子公司廊坊环保投入运营了徐水美丽乡村建设、怀来美丽

乡村建设、北京海淀区苏家坨镇公共厕所改造、廊坊开发区济民医院等村镇、

医疗废水处理项目。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廊坊环保取得上述项目方式，取得上述项目是否需按照《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上述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取得方式  合同金额（万元） 项目主要内容 是否已完成 

怀来县土木镇炮儿村生活

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公开招标 77.94 

怀来县土木臣镇炮儿村生

活污水处理工程 
全部完成 

北京海淀区苏家坨镇公共

厕改造 
竞争 12.00 

北京海淀区苏家坨镇一小

区公共厕改造 

已完成设计

工作 

廊坊开发区济民医院 竞争 76.75 
廊坊开发区济民医院医疗

废水处理 

已完成设计

工作 

保定市徐水区美丽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污水处理

设备及附属工程一标段 

公开招标 385.63 
北北里村、商平庄村污水

处理工程 
全部完成 

由于该日常经营合同金额较小，且合同签署方为廊坊环保的参股公司，所以

未达披露标准。 

（2）按项目列明廊坊环保截至目前投入金额、支出成本、实现利润、是否

已签订 PPP 合同，如签订 PPP 合同，则补充说明项目实施情况，包括项目名称、

是否经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物有所值评价、是否已纳入当地财政中长期预算、

项目入库与清库情况、是否设立项目公司（SPV）、项目公司（SPV）的股权结

构及出资情况（如适用）、项目付费模式、地方政府债务清理活动对项目的影

响、融资方式及担保、项目建设期、项目运营期、截止目前的项目建设进度、

资金投入情况、收入回款情况等，并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公司参与的 PPP 项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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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执行未达预期的风险，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廊坊环保目前已签署并正在执行的项目共三个，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入金额  支出成本 实现利润  
是否签署

ppp合同  

鄂尔多斯江苏工业园区供

水和污水处理 PPP 项目 

 

739.00 

 

813.25 尚未实现利润 注 1 

江苏能源合同管理 1550.00 1450.46 92.75 非 PPP 项目 

枣庄生物质能源项目 2100.00 2038.42 
目前为试运营，尚未进入

商业运营，未实现利润 
非 PPP 项目 

注 1：鄂尔多斯江苏工业园区供水和污水处理 PPP 项目，已签署特许经营合

同，并成立鄂尔多斯市华天艾普水务有限公司（项目公司）。鄂尔多斯江苏工业

园区供水和污水处理 PPP 项目，现仍处于前期完善阶段（政府手续整改中）。

项目具备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和物有所值评价，已列入伊金霍洛旗长期财政预算，

并进入财政部项目储备库。目前已设立 SPV 公司，其中恒泰艾普环保工程（廊

坊）环保持股 90%，现已实际出资 739 万元，内蒙古中冶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现已实际出资 82.11 万元。项目采用使用者付费模式，地方政府债务清理

活动对项目无影响，项目建设期为 2 年，运营期为 28 年，项目资金已投入 821.11

万元（含预交土地款 300 万元）。因政府手续待完善、招商效果不达预期及土地

规划调整等因素，尚未实质开展融资工作。项目目前暂无收入回款。该项目存在

执行不达预期的风险。 

5.半年报披露，公司以互联网+行业技术为基础，及时开发建设行业 VR/AR

和非行业 VR/AR 技术，且海南公司项目正在建设期。请公司补充说明： 

（1）自 2016 年以来公司行业 VR/AR 和非行业 VR/AR 技术进展，是否按

照预研究计划进行，实施主体、研究成果。 

回复： 

恒泰艾普（北京）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技术公司”）自 2016 年成

立以来，以互联网+行业技术为基础，结合大数据、云计算，一直在积极的开发

建设 VR/AR 技术，即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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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业 VR/AR，即石油行业内的 VR/AR 的技术应用开发方面，云技术公司

已经实现了： 

1、 将 AR 技术和恒泰艾普全资子公司北京博达瑞恒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的大型能源勘探开发一体化软件平台 Epoffice 相结合，形成了基于沉浸

式地质综合研究的VR+专业的成果，提升了 EPoffice的展示手段和方式，

提高了软件的使用效率； 

2、 研发并构建石油行业应用领域资源共享的 ChatUS 云平台，其中已经融

合 5G 技术和 VR 直播功能将该技术应用在了 ChatUS 的会商功能中。 

 在非行业 VR/AR，即石油行业以外通用行业的 VR/AR 的技术应用开发方面，

云技术公司已经实现了： 

1、 结合石油行业及通用行业大型设备展示的需求，研发完成了基于 AR 技

术的旋转移屏，并取得了并三项专利（一项发明，一项实用新型，一项

外观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专利状态 

（授权/受理）  

1 一种带有旋转移屏的展示平台 实用新型 201720407766.0  授权 

2 旋转移屏展示平台 外观设计 201730130260.5  授权 

3 一种带有旋转移屏的展示平台 发明 201710254678.6  受理 

 

2、 将VR技术和 BIM技术结合形成了形成了综合管廊管控的场景化高效管

理解决方案，并利用该技术，与天津大学合作承担了国家级的研究课题，

取得了将 VR 技术与沉浸式空间场景监控的阶段性应用成果； 

3、 完成了基于 VR 技术的综合教学培训的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技术，并

获得了 1 项著作权。 

序号  名称  简称  版本号  登记日期 登记号 取得方式  权利范围 

1 热注系统仿真

培训VR软件 

HSE Hi V1.0 2017年11月22日 2017SR642451 原始取得 全部权利 

 

总体计划：截至 9 月末，云技术公司注册资本 2500 万元，上市公司对其现

金注资 551.19 万元，无形资产注资 800 万元。云公司三年内，共投入 500 万元

现金，实现将 VR/AR 技术与石油应用研究专业结合并与通用行业的应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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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成果，并将其主要应用于教育培训、运营指挥、智

慧展馆、VR 直播等方面。 

应用前景：目前 VR 教学已经逐渐被纳入中小学教学手段，公司的基于云平

台的 VR 教学解决方案可以很好满足该需求；此外，VR 培训技术可以提升石油

行业高危环境岗位培训的效果，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目前，云技术公司正在按照预定的研究计划进行。 

（2）截至目前海南公司项目建设进度、已投入金额、预计完工时间。 

回复： 

恒泰艾普海南清洁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公司”）目前正在进

行的工程项目是“海南花东 1R 地热试验井建设项目”。截至目前项目建设进度为：

钻井、固井、完井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以下工作：根据钻井取得的各项

工程数据进行分析、岩芯物理分析、井底热储层精细解释、目标层热流三维模拟

建模、目标区域裂缝及断层模拟建模；压裂方案的设计准备；生产井井位地质设

计准备。目前建设直接总投入为 2832.79 万元。 

海南公司项目由恒泰艾普集团地热技术专家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团

队共同组建推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团队成员在多年的研究中形成了多

项成果，如超长超导热管、水平对接井加热储改造技术。该项目后续工作主要还

包括岩心分析、热储层解释、三维建模等，预计 2020 年 3-5 月全部完工。2018

年 9 月，原技术团队成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李德威教授因病不幸去世，他的

去世对于中国地热开发工作是一大损失。海南公司现在正在与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以及相关企业及机构就合作开发海南地热工作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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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半年报披露，公司目前参与设立了多个股权投资基金和并购基金，请公

司补充说明： 

（1）基金设立规模、上市公司投资金额、关联方投资金额及关联方类型； 

回复： 

公司根据自身业务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需要，通过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和并

购基金，用以延伸公司的产业链并积极培育和孵化公司新兴的、特色的业务。公

司参与基金的设立和出资过程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了审议和公

告。由于伴随着证券、资本、行业、政策法规等方面快速、不断的投资环境变化，

公司对各个基金的出资进行了严格的风险把控，截至目前除了在北京中关村并购

母基金（以下简称“中关村母基金”）中作为 LP 出资 4500 万元外，其他各基金考

虑到环境条件的快速变化，到目前为止尚未进行出资或短时间内及时返还了出

资。 

集团公司目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在工商登记注册的基金有四个：北京元石

恒泰能源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元石恒泰”），北京中关村

并购母基金（以下简称“中关村母基金”），冀财华泰张家口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冀财华泰”），衢州河泰清洁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河泰清洁”）。具体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基金总规模 上市公司认缴份额 
上市公司投资

金额  

关联方投资金

额  
关联方类型 

元石恒泰 3000 万元 1000 万元 100 万元 无 无 

中关村母基金 119 亿元 15000 万元 4500 万元 无 无 

冀财华泰 4 亿元 8000 万元 0（注 1） 无 无 

河泰清洁 1.06 亿元 0 0 
西藏恒泰出资

5000 万元 
全资子公司 

注 1：冀财华泰基金目前正进行工商注销登记备案，对其出资部分已全部返还。 

（2）公司在基金中持有的出资份额、是否担任普通合伙人、在投资决策委

员会中享有的表决权比例、相关议案获得通过所需要的表决权比例、哪一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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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投资和退出做出决定、上市公司是否具有一票否决权、基金后续收益

的会计处理方式、上市公司是否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 

回复： 

基金

名称  

公司持有

基金份额 

是否担

任普通

合伙人 

投决表决比例 事项通过比例 

哪一方对基

金项目和退

出做出决定 

基金后续

收益会计

处理方式 

是否合

并报表 

元石

恒泰 
1000 万元 否 

普通合伙人是元石

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同时作为执行

事务合伙人，恒泰

艾普为有限合伙人 

其他合伙人不参与

执行合伙人事务，

由执行事务合伙人

决议 

元石资本 
成本法核

算 
否 

中关

村母

基金 

1.5 亿元 否 

投委会共有五名委

员组成，由普通合

伙人任免。恒泰艾

普未出任投委会委

员 

任意投资及退出均

需得到三名以上委

员同意。单笔投资 5

亿一下的项目，3 票

通过方为通过，单

笔超过 5 亿以上的

四票同意方为通

过。 

投委会和战

略委员会对

基金项目和

退出做出决

定 

成本法核

算 
否 

冀财

华泰 
8000 万元 否 

投委会共有五名委

员组成，其中恒泰

艾普委派 1 名。投

资决策委员会决议

事项须经五名委员

全体一致同意方可

通过 

5 票通过 共同控制 
权益法核

算 
否 

河泰

清洁 
5000 万元 否 

投委会有 3 名成

员，其中恒泰艾普

委派一名 

3 票通过 共同控制 
权益法核

算 
否 

 

 

 

 

 

 

 



24 

 

（3）基金的投资方向，是否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回复： 

基金名称 总规模  投资方向 是否与公司主营相关 

元石恒泰 3000 万元 

用于投资海外能源类项目。本基金将聚

焦于恒泰艾普在能源行业的产业并购

与整合过程中的战略性投资机会，致力

于服务恒泰艾普的并购成长和价值创

造，实现战略布局并获取投资回报。 

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中关村母基

金 
119 亿元 

重点投资于为中关村领先企业特定项

目或领域并购而设立的子基金、认购中

关村领先企业并购配套融资、支持大股

东及管理层增强或保持其在中关村领

先企业控制力、通过利用现有渠道及自

建渠道等多种形式支持中关村领先企

业的境内或跨国并购。 

恒泰艾普参与投资中关村并

购母基金是顺应经济发展的

大潮流和大趋势，作为实现

企业发展和价值再分配的重

要手段，并购必将在经济“新

常态”下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 

冀财华泰 4 亿元 
投资于节能环保、信息技术、健康医疗、

新材料、高端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 

可以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

业力量，拓展公司投资渠道，

促进公司产业升级。 

河泰清洁 1.06 亿元 

基金首期拟投资方向为清洁能源、兰炭

尾气高效清洁循环经济产业的综合利

用等领域，本次合伙企业募集的资金主

要投向甘肃瓜州兰炭尾气综合利用项

目 

本项目属于公司主要业务范

围。 

 

（4）基金相关的后续进展，是否有实际投资或交易行为，是否存在设立后

终止或转让出资份额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原因；公司是否为该基金优先级

资金收益提供担保； 

回复： 

基金名称 
基金后续进展，是否有

实际投资 

是否存在设立后终止或转让出资

份额的情形并说明原因 

是否为该基金优先级资

金收益提供担保 

元石恒泰 
完成首期出资 100 万后，

无后续投资 

目前基金尚未募集完毕，原因：自

2014 年末，原油价格走低，能源

投资市场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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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母基

金 

现已完成首期出资 4500

万元（30%），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母基金尚

未有退出项目，共对外

投资 11.855 亿元 

否 否 

冀财华泰 

首期出资 5000 万元，无

实际投资和交易行为，

现 5000 万实缴出资额已

经全部返还 

2018 年 5 月 7 日，由于河北国有

资本合伙人因自身政策原因提出

退伙请求，经全体合伙人代表讨

论，解散并注销合伙企业。现正进

行登报和工商注销登记。 

否 

河泰清洁 
尚未实缴，无实际投资

和交易行为 
否 否 

 

（5）是否采取相应的投后管理和风险防范措施； 

回复： 

基金名称  投后管理和风险防范措施 

元石恒泰 

基金成立后，委托普通合伙人元石资本进行经营管理。元石资本作为基金管理人，

代表基金进行投资策略规划，投资项目筛选、调研、尽职调查、交易谈判等，恒

泰艾普对基金的投资项目进行技术和风险把控。 

中关村母基金 

对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获取经审计的合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查阅合

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在合伙企业中的利益收到侵害时，向有责任的

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 

冀财华泰 委派投委会成员 1 名，并具备一票否决权，共同决定基金项目的投资和退出。 

河泰清洁 委派投委会成员 1 名，并具备一票否决权，共同决定基金项目的投资和退出。 

 

（6）是否已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基金名称  披露情况 

元石恒泰 

2014 年 9 月 1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元石

资本设立有限合伙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4-063）。 

2014 年 10 月，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批准，（公告编号 201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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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母基金 

2016 年 10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投

资设立北京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的关于参与投资中关村并购母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102）。 

冀财华泰 

2016 年 10 月 1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冀财华泰

张家口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投资设立冀财华泰

张家口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100）；目前该基金清算

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投资设立冀财华泰张家口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7）。 

河泰清洁 

2018 年 7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

衢州河泰清洁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8-084），

目前已经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 

 

7.半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金额为 1.1 亿元。请公司补充说明预

付款项的具体性质、相关合同约定、预付款项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否用于关

联方采购。 

回复： 

公司预付款主要用于日常经营采购所需，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往来。 

预付款项的具体性质如下表： 

款项性质  金额（万元）  

材料采购预付款 5,185.72 

工程预付款 2,311.15 

设备采购预付款 2,030.29 

辅助材料预付款 729.86 

服务采购预付款 367.84 

房租物业费用预付款 83.71 

其他 315.79 

合计  11,024.36 

 

预付账款相关合同信息如下： 

供货商名

称  

账面金

额（万

元）  

相关合同约定 款项性质   

预付款项的

必要性及合

理性   

是否关联

方采购 

供货商 1 3,337.60  

合同签订后，需方按合同约

定的货款总金额以现金汇

款方式支付给供方指定账

材料采购

预付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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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供方在收到需方支付的

货款总额后办妥所有货权

转移凭证交给需方。 

供货商 2 910.50 无 
工程预付

款 

根据双方协商

约定 
否 

供货商 3 520.00 

前期付合同总价一定比例

金额，作为乙方前期准备材

料和搅拌站建设费用 

工程预付

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供货商 4 515.14 

合同签订后 2 周内卖方开

立 20%预付款保函，保函有

效期为提单日期后 1 个月，

买方收到保函后 2 周内支

付合同款 20%的预付款 

设备采购

预付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供货商 5 350.00 结算完毕后开票 
工程预付

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供货商 6 336.07 

预付合同总价一定比例货

款，余款发货前付清，同时

开具发票 

材料采购

预付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供货商 7 331.00 

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支

付合同总价一定比例金额

货款 

辅助材料

预付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供货商 8 326.84 

预付合同总价一定比例金

额材料款，买方对材料验收

无误后，支付剩余材料款 

设备采购

预付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供货商 9 325.80 

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支

付合同总金额一定比例货

款，验收合格后一定比例提

货款,合同金额一定比例质

量保证金 

设备采购

预付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供货商 10 218.63 无 
服务采购

预付款 

根据双方协商

约定 
否 

供货商 11 173.26 

供方需在供货日期前 10 日

内通知需方付款，需方需在

10 日内将合同货款全额电

汇到供方制定指定账户。供

方在确认收到货款后的 2

日内发货，随后开具增值税

发票，寄往需方。 

材料采购

预付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供货商 12 171.23 

需方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

支付合同总价一定比例货

款给供方，剩余部分在发货

前付清 

辅助材料

预付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供货商 13 168.11 预留合同总计一定比例的 工程预付 按照合同条款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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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金 款 约定执行 

供货商 14 161.83 

甲方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在

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合同总价一定比例采

购款，作为预付款并以电汇

方式支付 

材料采购

预付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供货商 15 150.00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 日内

需方预付合同总价一定比

例金额采购款 

设备采购

预付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供货商 16 111.27 
签订合同支付合同总价一

定比例金额采购款 

工程预付

款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其他 2,917.08 按照合同条款约定执行 
工程、设

备、材料等  

按照合同条款

约定执行 
否 

合计  
11,024.3

6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