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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洲际油气 600759 正和股份、华侨股

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辉 王俊虹 

电话 0898-66787367  

010-51081891 

010-51081891 

传真 0898-66757661  

010-51081899 

0898-66757661  

010-51081899 

电子信箱 zjyq@geojade.com zjyq@geojade.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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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8,332,817.59 14,195,209,587.73 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153,383,963.61 5,241,027,564.67 -1.6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1,702,900.63 102,579,886.47 106.38 

营业收入 559,628,476.62 653,357,618.96 -1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726,962.74 14,034,143.37 1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856,219.69 -8,944,719.06 155.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0032 0.2599 减少98.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74 0.0062 19.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74 0.0062 19.35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5,98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38 665,081,232 195,390,781 质押 664,690,451 

深圳市中民昇汇壹号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48 169,338,677 169,338,677 无   

深圳市孚威天玑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75 130,260,521 130,260,521 未知 106,132,260 

芜湖江和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88 65,130,262 65,130,262 未知 65,130,26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未知 2.08 47,131,722 0 无   

长沙市云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3 39,078,156 39,078,156 无   

长江财富资产－广州

农商银行－长江财富

－洲际 1号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20 27,052,100 0 无   

深圳盛财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1.15 26,052,104 26,052,104 质押 26,000,000 



人 

新疆宏昇源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5 26,052,104 26,052,104 质押 26,052,104 

任皖东 境内自

然人 

1.09 24,767,090 16,924,000 未知 16,924,000 

海通资管－民生－海

通海汇系列－星石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3 23,329,819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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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局势动荡，经济复苏步伐缓慢。2016 上半年的原油市场在经历了两轮

震荡触底后呈现缓步回升之势。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项目增值+项目并购”双轮驱动以及“油气

并举”的发展战略为指导，推进各项工作和业务的开展。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9,628,476.62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26,962.74 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19.19 %，报告期末实现经营性现金流 211,702,900.6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6.38%。 

（一）油田开发情况 

2016 年上半年，马腾公司和克山公司加强整合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公司制定的运行目标。

报告期内马腾公司所属的马亭、东科和卡拉三个成熟油田生产情况良好，通过补孔、堵水、换层、

调参等一系列措施使得产量保持稳定，并积极在马亭南扩区（已完成三维地震勘探）和东科卡拉

深层进行新目标层系的扩边挖潜工作，确定了探井井位。另外进行了双泵分采、化学堵水等一系

列新技术的试验，有望为后续增产做好技术储备。同时基于国际油价企稳回升，公司积极反应快

速调整，在马腾油田部署了一系列新井并已完钻两口，产量均高于预期。克山油田按计划完成了

新井钻探、试油、投产，老井复产，管柱优化等工作，另外计划实施压裂和双泵等新技术。克山

公司道勒塔利区块的勘探工作接近尾声，正在着手向哈萨克斯坦政府部门申请开发许可。为了配

合产量的快速增长，项目公司还完成了燃气发电、集油管道、燃气管道、联合站扩建、储罐扩建、

道路维修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和招标，部分项目已进入实际施工建设阶段。2016 年上半

年产销量主要情况见下表： 

产品 

2016 年上半年 2015 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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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 28.41 29.38 24.94 24.60 13.91 19.43 

(二)天然气合作开发情况 

2015 年 12 月，公司与苏克公司就苏克气田签署《合作开发协议》，双方于 2016 年 1 月 8 日



在北京正式成立联管会，对苏克气田进行联合管理。2016 年 3 月 11 日，苏克公司与斯伦贝谢签

署《苏克气田项目合作开发备忘录》，约定斯伦贝谢作为资产开发的合作伙伴，提供投资并获取增

产份额的报酬。报告期内，苏克公司积极开展新采集地震资料处理解释并推进致密气层改造工作，

发现了新的可供钻探的目标，并完成了改造层位优选、工程设计优化和施工队伍选择，并在此基

础上积极组织现场施工准备和下一勘探年度的部署研究工作。 

（三）技术服务 

公司利用人才、资金和管理等优势，与 NCP 公司签署《北里海公司运营管理之合作协议》，

为其提供地震与勘探方案设计、对其拟投资油气田项目进行筛选以及经济技术评价研究等工作，

从而公司收取一定的技术服务费。报告期内公司高质量的完成了合同所要求的工作，并收取了相

对应的技术服务费用。 

（四）物业租赁情况 

公司的商业物业租赁广西柳州谷埠街国际商城和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世纪家园配套商

业”，所处地理位置优良，出租率高，进而给公司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租

金收入 3,874.89 万元。 

（五）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把握低油价时期的油气资产并购历史机遇，实施重大资产购买，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以下简称“原预案”）。2016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六十九次会议对原预案进行调整，拟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泷洲鑫科拟持有的标的油气资产由

三个调减为两个，即：班克斯公司 100%股权和基傲投资 100%股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雅

吉欧公司 51%股权。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麓源投资、宁夏丰实创业、上海莱吉投

资、上海鹰啸投资合计持有的上海泷洲鑫科 99.99%股权。公司目前持有泷洲鑫科 0.01%的股权，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100%股权，并间接控制标的公司拥有的标的油气资产权益。

交易各方初步商定泷洲鑫科 99.99%股权交易作价为 363,125 万元。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同时拟

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32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总额 100%，募集配套

资金将用于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税费（包括但不限于重组中介费用）等。 

截至目前,收购班克斯公司在境内已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上海自贸区管理委员会备

案通过；境外审批程序已履行完毕，分别已获得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反垄断署反垄断委员会及加拿

大政府审批通过。通过本次收购，公司的资源量将得到飞跃式的提升；增发完成后，公司单位股

本所对应的原油可采储量和产量也将显著提升。 

（六）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59,628,476.62 653,357,618.96 -14.35 

营业成本 280,768,399.84 283,856,041.47 -1.09 

销售费用 75,506,565.03 71,079,093.74 6.23 

管理费用 70,987,031.88 76,885,790.45 -7.67 

财务费用 89,582,355.26 86,704,827.19 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702,900.63 102,579,886.47 106.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206,284.60 -942,267,724.87 81.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69,340.86 495,356,549.43 -95.18 

研发支出 4,549,507.19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2016年上半年国际油价较 2015年上半年下降较大，导致本期收入较上年

同期有所下降。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2016 年上半年公司成本包含克山公司成本。由于公司从 2015 年下半年以



来严格控制成本，因此，2016 年上半年成本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增加主要是包含了克山公司销售费用，2015 年上半年不包括克山

公司。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下降主要是公司采取了费用管控措施，缩减行政的开支，优化组织结构，

精简管理人员成本。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2016 年上半年融资成本较 2015 年同期有所增加，但由于人民币贬值，使

企业形成部分汇兑收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06.38%，

主要因为公司加强对外付款的控制，与供应商沟通延长付款期，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2016年上半年公司无重大投资支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2016年上半年公司筹资活动流入现金基本与上年持

平。偿还债务金额高于上年同期。因此筹资活动流入减少。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公司从 2015年底组建自己的研发团队，并为马腾克山的石油开采技术工

艺提供研究开发服务。 

无变动原因说明:无 

（七）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着眼于进一步提高项目管理水平，稳健推进重点项目，推进开源节流、实现

降本增效。在做好在产油田的增储扩边、措施增油等技术提升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优质油气

区块收购。目前，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2016 年 7 月，公司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换届选举事项。出于在油气行业领域扩

张和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司积极调整组织架构，健全海外管理模式，并制定适应公司新发展模式

需要的全新考核管理办法，使各海外项目负责人专注于一线油气公司管理工作，拓展海内外油气

市场。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1、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详见附注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

期合并范围发生的变化：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