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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

意阅读。无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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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万 巍 罗俊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9

号叶青大厦

D

座

16

层 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2

号海南时代广 场

17

层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9

号叶青大厦

D

座

16

层 海南

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2

号海南时代 广场

17

层

电话

010-59826815 0898-66787367 010-59826815 0898-66787367

电子信箱

zjyq@geojade.com zjyq@geojade.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洲际油气是以勘探开发为主的国际化独立能源公司，主要业务包括：石油勘探开发和石油化工项目的

投资及相关工程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石油化工产品、管道生产建设所需物资设备、器材的销售；油品贸

易和进出口；能源基础产业投资、开发、经营；新能源产品技术研发、生产、销售；股权投资；房屋租赁及物业

管理。

（二）经营模式

公司立足国际油气市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始终坚持“项目增值+项目并购” 双轮 驱动的发

展方针，不断优化业务布局和资产结构，集中精力发展能源相关行业主营业务、积极拓展盈利渠道，提升运

行效率和效益，有益开源的同时积极降本增效。

（三）行业情况说明

行业特点：

石油属于能源矿产资源，其不可再生性、特定用途范围和投资的目的决定了参与此行业要坚持一个基

本原则，即“资源是基础、产量是载体，效益是根本” ；石油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其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因此

生产国与消费国均非常重视石油资源的战略储备和控制；同时，石油也是全球交易规模最大的商品，但受资

源发现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国际原油价格剧烈变化的影响，这个行业也潜藏着较大风险，是一个机会与风险

共存的行业。

国际原油价格变化特点与影响：

由于石油资源的生产与消费市场分离，流动性较强，现货与期货衍生品交易活跃，石油行业总体上是一

个竞争相对充分的行业，国际原油价格基本反映了世界石油的实际与预期的供需状况。在国际石油市场上，

油价除了围绕国际石油价值这一核心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不断上下波动外，还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受到

其它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如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军事因素、OPEC石油政策、非OPEC成员国战略、

石油消费国对策、突发事件与气候状况、汇率波动、石油期货市场投机等因素。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国际原

油价格变化呈现出“短期波动、中远期具有周期性”的基本特点。

2020年国际原油价格及其影响：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遭到重创，国际原油市场表现跌宕起伏，书写了行业历史。需求急降、

负油价、最大规模减产，是2020年国际石油市场三大标志性事件。

一季度先后受到疫情爆发影响需求、OPEC+会议破裂、避险情绪施压油价影响，布伦特原油下挫52%，

WTI原油大幅下挫59%，油价大幅暴跌，重回20美元一线。

虽然年初美伊冲突加剧为油价提供了一定的利好支撑，市场对于中东地区的原油供应安全忧虑增加导

致油价小幅上涨。但1月底，新冠病毒快速进入爆发期，令市场担忧中国因疫情管控导致的原油需求量下降，

油价由涨转跌。此后，尽管中国疫情有所减缓，但随着世界各地疫情相继爆发，市场对于经济发展前景和原

油需求预期的忧虑愈发严重，航空、船运、汽柴油等终端需求一季度受到显著影响，导致原油市场需求端面

临巨大利空压力。另一方面，3月的OPEC+未能达成新的原油减产协议，俄罗斯拒绝在现有210万桶/天减产

基础上，继续减产150万桶/天；沙特立刻决定4月起原油产量上调至1000万桶/天。此后沙特等产油国大幅降

低原油售价，沙特宣布4月份卖给亚洲的原油定价下调4-6美元/桶，卖给美国的原油定价下调7美元/桶，卖

给西北欧的原油定价下调8美元/桶。 沙特与俄罗斯之间的市场争夺战也导致原油供应端的利空压力陡增。

此外，全球市场避险情绪推升，多国股市等风险资产受疫情、原油的影响，出现技术性熊市，促使风险资产进

一步被抛售。美股数次触发下行熔断的异常疲软行情以及美国原油库存增加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油价的下行压力。

进入二季度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经历4月初的短期上涨行情后持续走低，创下近三十年来的最疲软

表现。其中，在WTI5月合约到期交割前，因受到美国境内原油库存迅速累积、仓储空间极度短缺的背景影

响，从而引发"空头逼仓"操作，导致该合约结算价格在20日当天收盘跌至史无前例的负值区间。此后，在5月

至6月初期，受OPEC减产以及原油需求恢复的利好消息支撑，月内油价延续上行走势，WTI与布伦特两油再

度回到40美元上方。5月初，OPEC+创纪录970万桶/日的减产正式落地，且各国减产执行良好，6月初，OPEC

又将这一减产规模延续至7月末，这为油价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IEA月度报告以及OPEC月报中的利好因

素也持续提振油价上涨，WTI触及近三个月高点。但另一方面，由于原油库存数据上升，市场对于需求的忧

虑仍存，为油价带来利空压力，限制了油价的上涨空间。EIA原油库存连续超预期上涨与美国地区疫情持续

扩散，市场对疫情二次爆发影响经济恢复与原油需求预期的忧虑令油价承压，原油价格自高点小幅回落。

下半年开始，虽然疫情仍在发酵，但经济继续复苏，三季度油价进入相对平稳阶段，呈现区间震荡为主

的态势。OPEC+进入770万桶/天的第二阶段减产计划，减产量出现下降。而对应美国方面钻井平台数量出

现抬头，产量可能重新企稳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疫情的不确定性，经济活动无法正常展开，需求端又有

较大的不确定因素。

四季度油价重拾上涨趋势，但波动剧烈。10月美国墨西哥湾面临多次飓风影响，近海油气田石油生产和

天然气产量部分被关闭。挪威石油工人罢工导致北海油田油气产量下降8%。宏观层面，由于11月进行美国大

选，油价在10月底及11月初剧烈波动。美国大选靴子落地后，叠加12月份初OPEC+达成减产协议也释放了

积极信号，国际油价重启上行通道。

2021年1月4日， 虽然OPEC+会议未如预期般顺利， 而是陷入僵局， 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大多数

OPEC+成员国均反对下个月按计划再次增加50万桶/日原油产量，但俄罗斯、阿联酋则希望按计划增产，但

沙特在1月5日突然宣布2月和3月自愿大幅度减产，油价开始持续上升，到3月5日布伦特即期价格达到69.00

美元。

持续评估市场环境、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在未来数月内OPEC+可能的调整产量水平，2021年布伦特油

价保守估计将在60-65美元之间震荡。

我国石油供给状况及其机会：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第二大炼油国和石油消费国，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近

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原油产量1.95亿吨，同比增1.6%；进口原油5.4亿吨，

同比增长7.3%。2020年中国天然气产量1.37亿吨当量，同比增长9.8%； 天然气进口量1.01亿吨当量，同比增长

5.3%。

伴随从疫情中逐渐恢复的经济增长，中国将保持石油高需求的现状。加工能力持续增长，战略库存储备

需求、国内产量下降以及油价相对低位多方面因素都将刺激中国原油进口量继续保持增长。根据EIA预估，

到2023年中国的原油净进口量将上升到1000万桶/天。

我国巨大的石油、天然气供需缺口，对我国企业“走出去”获取石油、天然气资源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

要求，也为国内企业抓住石油、天然气资产价值低估的有利时机低成本获取优质、 升值潜力较大的资产创

造了有利条件。中国企业“走出去” 低成本获取油气资源，既是国内投资者实现低成本积累资源、获得超额

利润的基本途径和战略准备，也是为国家保障油气供应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18

年

总资产

14,195,676,482.48 14,081,755,036.92 0.81 14,701,932,679.78

营业收入

1,622,278,319.25 2,783,632,565.29 -41.72 3,326,314,21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4,784,501.31 55,999,226.46 212.12 69,625,08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9,747,871.46 -41,768,158.08 24,305,79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296,459,758.02 5,364,150,082.00 -1.26 5,274,961,19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52,295,931.48 813,078,989.66 -32.07 1,357,405,313.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72 0.0247 212.55 0.0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72 0.0247 212.55 0.0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28 1.05

增加

2.23

个百分点

1.34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

1-3

月份）

第二季度

（

4-6

月份）

第三季度

（

7-9

月份）

第四季度

（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70,834,212.81 277,824,379.29 488,319,024.38 385,300,70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596,603.99 -124,147,971.69 -22,297,891.86 358,826,96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56,506,725.46 -106,101,957.95 -18,325,026.49 -108,814,16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379,115.70 22,461,341.14 181,637,950.39 131,817,524.2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0,5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6,18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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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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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00,000 578,281,232 25.55 0

冻结

578,281,232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中民昇汇壹号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0 169,338,677 7.4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林立东

-22,017,600 91,182,400 4.03 0

质押

91,000,000

境内自然人

李巧丽

81,700,000 81,700,000 3.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381,860 49,916,794 2.21 0

无

0

国有法人

芜湖江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306,900 30,613,362 1.35 0

质押

27,275,262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伟朋

19,848,850 19,848,850 0.8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研

100,000 13,400,000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0 13,026,052 0.58 0

无

0

国有法人

亚太奔德有限公司

-1,000,000 12,945,490 0.5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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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2,227.83万元，实现利润总额24,483.48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17,478.45万元，每股收益0.0772元。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419,567.6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529,645.98万元。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详见附注五。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2020年1月1日）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未产生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未产生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度合并利润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营业成本

936,511,347.16 726,243,275.41 210,268,071.75

销售费用

8,402,690.95 218,670,762.70 -210,268,071.75

所得税费用

-457,865.73 -457,865.73

净利润

245,292,687.73 245,292,687.73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4�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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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29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

） 表决权比例（

%

）

香港德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Geojade Resources LLC

全资子公司

2

级

100.00 100.00

香港油泷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级

100.00 100.00

香港中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级

100.00 100.00

中科荷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

级

100.00 100.00

马腾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4

级

95.00 95.00

克山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

级

95.00 95.00

上海油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海南油泷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香港油泷资本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级

100.00 100.00

香港油泷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级

100.00 100.00

北京洲际联合油气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北京洲际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级

100.00 100.00

天津天誉轩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广西正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柳州华桂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级

100.00 100.00

北京正和弘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柳州正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柳州市精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柳州惠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柳州惠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海南裕马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海南自贸区康益惠通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级

100.00 100.00

上海泷仓创盈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

级

100.00 100.00

洲际新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1

级

65.00 65.00

洲际高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2

级

70.00 70.00

北京寰路新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2

级

100.00 100.00

世能氢电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3

级

65.00 65.00

洲际新能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

级

10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3户，无减少，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北京寰路新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

世能氢电科技有限公司 收购

洲际新能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新设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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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不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的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一、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年7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 ），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

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为

了执行上述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8年12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一一租赁》（以下简称

“新租赁准则” ）以及《关于修订印发的通知》，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审议程序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

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以下简称

“原收入准则” ）；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2017年发布的新收入准则。本次执行的新收入准则主要内容如

下：

①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新收入准则要求采用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来规范所有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 生的收入，并且就“在某

一时段内” 还是“在某一时点”确认收入提供具体指引。

②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新收入准则打破商品和劳务的界限，要求企业在履行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

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③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新收入准则要求企业与同一客户（或该客户的关联方）同时订立或在相近时间内先后订立的两份或多

份合同，且满足“一揽子交易”等条件时，应当合并为 一份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④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新收入准则

要求企业在合同开始日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 务，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

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 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进而在履行各单项履约义

务时确认相应的收入。

⑤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新收入准则对区分总额和净额确认收入、 附有质量保证条款的销售、 附有客 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

售、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售后回购、无需退还的初 始费等特定交易（或事项）给出了明确的指引，有

助于更好的指导实务操作，从 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及其相关

规定；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8�年发布的新租赁准则。本次执行的新租赁准则主要内容如下：

①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均采

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需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②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将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

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 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

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 的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

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③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各期间的利息费用， 并计入当期损益；

④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各

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和当期损益；

⑤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可以选择自2021年1月1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

付款额现值（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

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的要求，公司不对上年同期比较

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执行新

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租赁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进行会计处理，并

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 执行日新租赁准则与现行租赁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2021年

年初留存收益。执行 新租赁准则预计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

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一收入》（财会[2017]22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的要求。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综合上述，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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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终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

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 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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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36,00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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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

二、 公司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原因

考虑到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等原因，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 经审慎研究，公司终止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三、 公司终止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终止无需递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终止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是基于目 前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经过了

审慎分析论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审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终止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四、 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宜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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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申请业绩承诺延期履行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洲际油气” ）收到控股股东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正和” ）《关于业绩承诺延期履行的申请》。广西正和提出：由于2014年做出盈利预测

之后，原油市场价格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并长期处于低位，特别是在2019年年底开始，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影响，全球经济经受了极其严重的冲击，导致全球石油需求骤然下降，国际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因该等无

法预见的、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因素，致使马腾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腾公司” ）的经营受到很

大影响；同时广西正和同意，马腾公司持有的苏克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以下称“苏克公司” ）10%的股权在

2020年公允价值变动所形成的当期损益不纳入广西正和对上市公司业绩承诺的范畴。因此马腾公司在扣除

苏克公司公允价值形成的2020年当期损益后，未能实现在2014年一2020年的累计盈利目标。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所确定的“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 、“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

市公司权益的”之情形，广西正和申请对业绩承诺延期履行。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1233号）文批准，公司向广西正和及其他6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521,042,084股，扣除与非公

开发行相关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3,041,072,660.70元， 募集资金用于向独立第三方 Bakharidin�

Nugmanovich� Ablazimov先生、Dinmukhamet� Appazovich� Idrissov� 先生、Yerzhan� Nurbekovich� Dostybayev先

生收购其持有的马腾公司95%的股份。

二、原业绩承诺情况

2014年10月21日，广西正和与公司签署了《马腾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

偿协议” ）。广西正和承诺马腾公司在2014年、2015年以及2016年三个会计年度（以下简称“补偿期间” ）累

计实现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总和不低于314,600万元人民币。如果马腾公司经审计的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合

并报表的净利润总和（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 ）小于承诺净利润，则广西正和按盈利补偿协议约定对实际

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部分的95%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

公司2015年9月2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58次会议、2015年10月9日召开的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申请变更业绩承诺的议案》，将补偿期间由2014年、2015年、2016年三个会计

年度修改为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七个会计年度，补偿期间修改后，承诺净

利润仍为314,600万元。如马腾公司在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则公司应在专项审

核报告公开披露后5个工作日内向广西正和发出书面通知（书面通知应包含具体补偿金额），广西正和在收

到公司的书面通知后40个工作日内， 对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数部分的95%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补

偿，发出书面通知的时间应在公司2020年度报告披露后的三个工作日内。

三、业绩承诺延期的原因

公司在2014年6月收购马腾公司、2015年8月收购克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山公司” ）完成后，

马腾公司的油田产量、储量除2020年受疫情影响外，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2014年-2020年的油田产量见下表：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油田产量

（万吨）

26.5 55.7 63.0 78.2 94.9 104.3 97.3

2014年-2020年油田1P储量见下表：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油田储量

（百万桶）

67.7 114.97 101.09 102.56 108.45 109.85 104.46

产量和储量的逐年递增说明公司对油田的开采及管理是科学、系统、有效且有序的。

但在2014年做出盈利预测之后，原油市场价格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并长期处于低位，特别是在2019年年

底起，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在世界各地快速蔓延，全球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抗疫封锁举措，限制民众出

行，全球工业活动急剧下降，对全球经济造成极其严重的冲击，导致全球石油需求骤然下降，大部分航空公

司停飞给航油需求带来毁灭性打击。

2020年上半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更是因为疫情原因波动异常，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甚至一度跌至

负值区域，整体走势呈“Y”型。2014年一2020年的原油价格变动具体可参考下表：

2014

年实际平均价

2015

年实际平均价

2016

年实际平均价

2017

年实际平均价

2018

年实际平均价

2019

年实际平均价

2020

年实际平均价

布伦特原油价格

（美元

/

桶）

98.97 53.03 45.13 54.71 71.34 64.28 41.96

资料来源：原油石油价格网（ https://info.usd-cny.com/brent/lishi.htm）

由于2014年以来油价长期处于低位和疫情爆发的双重因素，马腾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很大影响。油价

几年内较长时间处于低位对收入的影响造成现金流紧张，为了保证油田的科学可持续发展，一定程度上主

动限制了开发生产方面的资本性投入，对新钻井和重点增产措施等工作量进行了削减，也影响了产量的预

期增长。同时，一些地面工程项目暂缓建设，也带来生产运行和维护维修等方面成本的增加。特别是2020年

以来哈萨克斯坦严重的疫情，造成生产管理与操作人员倒班困难、供应商服务人员到位不足、生产物资供应

不及时、外输销售运力受限等问题，都增加了生产管理难度和相应的成本支出。

面对油价低迷的经营形势，以及疫情带来的各方面困难，马腾公司经营上精打细算、技术上精益求精、

生产上精耕细作。持续深化地质油藏研究认识，积极推进增产上储潜力和稳油控水技术手段的落实，及时采

取降本增效与生产管理优化措施，有效组织疫情防控与生产保障的同步开展。同时，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严控

成本，与物资材料及工程服务供应商广泛谈判共度时艰，优化原油内外销配额、途径、费用与价格,� 增加销

售效益。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保证油田开发生产的稳定运行和经营效益的最大化。

在此情况下，马腾公司历年净利润完成情况如下表（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会计年度 净利润 占业绩承诺的比重（

%

）

2014

年度

25,871.80 8.22

2015

年度

7,072.02 2.25

2016

年度

2,952.16 0.94

2017

年度

27,843.20 8.85

2018

年度

57,604.24 18.31

2019

年度

55,800.84 17.74

2014-2019

年度小计

① 177,144.26 56.31

2020

年度

② 151,549.37 48.17

扣除苏克公司

10%

股权公允价值变动后

2020

年度

③ 5,463.64 1.74

合计

④=①+② 328,693.63 104.48

扣除苏克公司

10%

股权公允价值变动后合计

⑤=①+③ 182,607.90 58.04

广西正和同意， 马腾公司持有的苏克公司10%的股权在2020年公允价值变动所形成的当期损益不纳入

广西正和对上市公司业绩承诺的范畴。

如扣除苏克公司10%股权公允价值变动， 马腾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182,607.90万元， 占业绩承诺的

58.04%。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广西正和申请对业绩承诺进行延期。

四、业绩承诺延期安排

根据洲际油气与广西正和签订的《关于〈马腾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二）》，

协议约定主要条款如下：（以下甲方指：洲际油气、乙方指：广西正和）

第一条 补偿期间和承诺净利润

将补偿期间在《补充协议（一）》的基础上再延长三个会计年度，即延期至2023年。

补偿期间承诺净利润仍为314,600万元人民币。即乙方承诺马腾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腾公

司” ）在2014年-2023年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总和不低于314,600万元人民币。

第二条 实现利润的确定

甲方应在2023年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马腾公司在补偿期间累计

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 ），以确定马腾公司在整个补偿期间实现

的实际净利润。

第三条 补偿实施

如马腾公司在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则甲方应在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书面通知应包含具体补偿金额），乙方在收到甲方的书面通知后40个工

作日内，对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数部分的95%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补偿，甲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时间

应在甲方2023年度报告披露后的三个工作日内。

第四条 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效。

第五条 其他

如本协议与《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一）》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约定事项，仍按

《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一）》执行。

本协议一式柒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双方各式一份，其余由甲方留存。

五、业绩承诺延期的测算

如果将盈利承诺的实现年限延长至2023年，管理层预计通过生产和管理等 各方面的努力，在一定的油

价假设下，马腾公司可累计实现合并报表的净利润总 和不低于31.46亿元人民币。具体如下：

在扣除苏克公司公允价值变动

的情况下

2014

年

-2020

年实现

2021

年预计

2022

年预计

2023

年预计 合计

布伦特原油价格

（美元

/

桶）

65 64 63 66 NA

产量（万吨）

520 115 119 122 876

收入（百万元）

11,607 2,765 2,829 3,026 20,228

净利润（百万元）

1,826 491 487 545 3,348

六、董事会意见

2021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股东申请业绩承诺延

期履行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关于控股股东向股东大会申请业绩承诺延期履行的事项，有利于保护上市公

司的利益。会议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董事会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申请业绩承诺延期履

行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控股股东申请业绩承诺延期履行的事项，提案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4号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要求，有利于保护上市

公司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广西正和本次申请业绩承诺延期履行的主要原因系马腾公司的经营和业绩受油价持续处于低位和受

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同时，广西正和同意，马腾公司持有的苏克公司10%的股权在2020年公允价值变动所

形成的当期损益不纳入广西正和对公司业绩承诺的范畴。广西正和本次申请业绩承诺延期履行，有利于消

除短期不可抗力的客观因素对马腾公司业绩实现情况的影响，并可兼顾长远发展，具有一定合理性。

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审议了本次广西正和申请业绩承诺延期履行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认为：

1、公司和广西正和关于变更业绩承诺的方案具体确定，同时广西正和明确表示了本次变更业绩承诺事

宜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其将受该等承诺事项约束的意思表示，因此，经公司和广西正和协商一致业

绩承诺延期履行事宜及其实施符合《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审议了本次广西正和申请业绩承诺延期履行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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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诉讼（仲裁）阶段：相关诉讼案件目前处于执行裁定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洲际油气” ）为被执行

人。

● 诉讼案件涉及金额：本次披露的诉讼进展案件中已披露的诉讼案件涉及金额约3亿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披露的诉讼进展事项不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涉及相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与晟视公司的保证合同纠纷

(一)� 2018年11月9日，晟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视公司”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北京高院” ）起诉洲际油气，请求洲际油气作为债务人上海泷洲鑫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泷

洲鑫科” ）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对其未偿还的贷款3亿元本金及利息、逾期罚息及复利、自2018年11月9日起

至实际偿还借款本息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承担本案诉讼费。2019年3月21日，北京高院

裁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 ）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将本案移送至北京三中院

处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对外披露的《涉及诉讼及诉讼和解的公告》。

(下转B623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622

2021年 4 月 30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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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焕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万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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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9,631,890.82 14,195,676,482.48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73,065,425.97 5,296,459,758.02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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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47,810.18 216,379,115.70 -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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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569,485.79 470,834,212.81 1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5,752.56 -37,596,603.9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3,960.61 -56,506,725.4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0038 -0.18

增加

0.1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04 -0.016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04 -0.0166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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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96.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726.1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37.69

所得税影响额

20,384.44

合计

-18,2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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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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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281,232 25.55 0

冻结

578,28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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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林立东

91,182,400 4.0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芜湖江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95,062 0.92 0

质押

19,275,262

境内非国有法人

傅欢君

15,353,808 0.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湖南省恒畅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0 0.6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研

13,360,000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3,026,052 0.58 0

无

0

国有法人

亚太奔德有限公司

12,945,490 0.5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巧丽

10,346,678 0.46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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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281,232

人民币普通股

578,28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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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91,182,400

芜湖江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95,062

人民币普通股

20,795,062

傅欢君

15,353,808

人民币普通股

15,353,808

湖南省恒畅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张研

13,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60,000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3,026,052

人民币普通股

13,026,052

亚太奔德有限公司

12,945,490

人民币普通股

12,945,490

李巧丽

10,346,678

人民币普通股

10,34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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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24,418.66 8,911.10 15,507.56 174.03

本期末销售货款尚未到结算期

预付款项

9,110.10 11,211.27 -2,101.17 -18.74

本期部分预付款项目已完工结算

其他流动资产

5,903.13 11,623.00 -5,719.87 -49.21

本期预缴税款减少

油气资产

763,723.28 775,303.86 -11,580.58 -1.49

本期钻井支出较少，主要受折旧影响

应付账款

41,614.09 36,386.57 5,227.52 14.37

本期末未结算的采购支出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151.68 2,286.91 -1,135.23 -49.64

期初未支付的职工薪酬在本期支付

应交税费

13,711.70 10,500.84 3,210.86 30.58

受油价上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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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56.95 47,083.42 6,373.53 13.54

本期原油价格上涨

营业成本

26,066.43 20,608.28 5,458.15 26.49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 运输服务构成合同履约成本，

计入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

268.10 6,296.50 -6,028.40 -95.74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 运输服务构成合同履约成本，

计入营业成本；

所得税费用

2,509.96 -1,117.22 3,627.18

不适用 本期原油业务实现利润，产生所得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604.78 21,637.91 -14,033.13 -64.85

本期收到货款较上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3.00 -3,806.12 3,543.12

不适用 本期投资支出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832.05 -6,591.03 -1,241.02

不适用 本期偿还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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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56.9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3.54%；实现利润总额2,646.59万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9.5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527,306.54万元。报告期内，公

司主要经营业务和重要事项进展如下：

（1）油田生产管理

报告期内，马腾项目持续加强油藏精细描述和剩余油分布研究工作，奠定良好稳产基础，努力降低产

量递减。在哈萨克斯坦新冠疫情防疫形势仍然严峻的情况下，有效组织协调了疫情防控和油田生产运行。

在合理安排检泵维护工作的同时，继续积极开展换层、堵水和补孔等增产措施。适时开展油井测压工作，为

开发方案的优化调整获取支持数据资料。注重供电设备设施的检修维护，平稳度过史上难遇的暴风雪气候

季节，保障了内部生产正常稳定。

报告期内，克山项目提前计划准备，优先做好井位优选论证工作，迅速组织钻机运行。一季度共完钻并

新投产水平井6口，初期产能均达预期，有效地弥补了产量递减。老井稳产方面，在调参提液的同时，密切跟

踪分析控制含水上升，取得了良好效果。生产管理上，同样是在有效控制新冠疫情影响，组织好各项防疫措

施的情况下，保证了油田的正常稳定运行。特别是积极协调外输运力，确保了原油销售任务的圆满完成。

产品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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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

22.75 22.94 25.68 25.16 -11.41 -8.82

（2）资产置换

2020年12月31日，Sino-Science� Netherlands� Energy� Group� B.V.（中科荷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科荷兰能源” ）、Sino-Science� Netherlands� petroleum� B.V.（中科荷兰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

荷兰石油” ）与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 ）、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签署《债权债务

转让暨资产抵债协议书》， 约定中科荷兰能源将应收中科荷兰石油债权886,663,230.14元与中科荷兰石油

有持有的苏克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以下简称“苏克公司” ）的5.659%股权进行资产置换。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上的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1号）。

2021年4月12日， 中科荷兰能源与中科荷兰石油签署了 《债权债务转让暨资产抵债协议书之补充协

议》，协议约定：中科荷兰石油有权指定第三方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苏克公司5.659%股权转让给中科荷

兰能源， 中科荷兰能源有权指定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或全资控股母公司受让该第三方转让的苏克公司

5.659%股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上的《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号）。

根据上述补充协议约定，中科荷兰石油委托冠信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以下简称“冠信投资” ）将其

全资控股子公司新加坡星光能源公司（以下简称“星光能源” ）26.31%的股权转让给中科荷兰能源指定全

资控股母公司香港德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德瑞” ）。截至目前，香港德瑞在ACRA（新加

坡公司注册局）完成备案登记，持有星光能源26.31%的股权。

2021年4月17日，星光能源在KACD（哈中央证券存管所）完成备案登记，确认其持有苏克公司26.964%的股

权，另由于星光能源持有的苏克公司5.45%股权拟转让给第三方，因此确认星光能源最终实际持有苏克公

司21.514%的股权。

在上述股权变更完成后，洲际油气通过香港德瑞持有苏克公司5.659%的股权

至此，中科荷兰石油履行完毕了《债权债务转让暨资产抵债协议书》、债权债务转让暨资产抵债协议

书之补充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

（3）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①与晟视资产的企业保证合同结案

由于保证合同纠纷，晟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晟视公司”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北京高院” ）起诉洲际油气，请求洲际油气作为债务人上海泷洲鑫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泷洲鑫科” ）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对其未偿还的贷款3亿元本金及利息、逾期罚息及复利、自 2018年11月9

日起至实际偿还借款本息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并承担本案 诉讼费。2019年3月21日，北

京高院裁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北京三中院” ）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将本案移送至北

京三中院处理。

北京三中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洲际油气向晟视公司偿 还本金3亿元及逾期利息，

洲际油气在承担上述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泷洲鑫科追偿。 本案的受理费 1,873,190元亦由洲际油气承担。同

时驳回晟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2021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

件受理费 190,050�元，由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②与上海中曼的企业借贷纠纷和解

因企业借贷纠纷，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曼” ）于2020年4月29� 日向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洲际油气，请求洲际油气偿还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整、截至2020年5月1日起的利息

600万元及自2020年5月2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并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

用。2020年10月1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向公司下发一审 《民事判决书》（2020） 沪 0115� 民初

27171�号，判决洲际油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海中曼偿还借款3,000万元；洲际油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海中曼支付利息（以 3,000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5月2日起按照年利率10%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驳回上海中曼的其余诉讼请求。鉴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作出的

（2020）沪 0115�民初27171号《民事判决书》，双方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于2021年1月29日签署了《执行

和解协议》。

③与海南建行的企业借贷纠纷进展

因企业借贷纠纷，海南建行于2020年7月7日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洲际油气，请求洲际油

气偿还本金人民币 22,000万元整、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的利息 239,250元及自 2020年7月1日起至全部款

项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目前，本案未开庭审理。海南省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年1月26日下发的一审《民事判决书》（2020）琼01民初373号，判决洲际油气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海南建行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 22,000万元及截至 2020年6月30日的

利息239,250�元；判决洲际油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海南建行支付自 2020年7月1日

起至债务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 复利[利息、罚息、复利计算方法按照双方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

金贷款合同》《人民币贷款期限调整协议》的约定计算]；判决洲际油气名下位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

飞蛾二路1号“谷埠街国际商城” H�区二层1至183号商业用房、G区二层1号至406号商业用房、G区负一层1

至337号商业用房、C区负一层1至61号商业用房、A�区负一层1-42号商业用房的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

④ 新增诉讼、仲裁事项

因企业借贷纠纷，2016年11月22日，洲际油气与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口农

商行” ）签订《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由海口农商行向洲际油气提供的借款本金 20,000

万元， 期限自2016年11月22日起至 2018�年2月22日止。 贷款到期后双方签订展期协议， 将贷款到期日由

2018年2月22�日展期至 2018年8月22日。因洲际油气未能按期还款，海口农商行于 2021年2月20日向海南

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洲际油气，请求洲际油气偿还借 款本金人民币195,455,555.61元以及借款实际

清偿之日起的利息、罚息、复利，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目前，本案未开庭审理，尚在沟通和解中。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14年10月21日，广西正和与公司签署了《马腾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

补偿协议” ）。广西正和承诺马腾公司在2014年、2015年以及2016年三个会计年度（以下简称“补偿期间” ）

累计实现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总和不低于314,600万元人民币。 如果马腾公司经审计的补偿期间累计实现

的合并报表的净利润总和（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 ）小于承诺净利润，则广西正和按盈利补偿协议约定

对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部分的95%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

公司2015年9月2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58次会议、2015年10月9日召开的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申请变更业绩承诺的议案》，将补偿期间由2014年、2015年、2016年三个会计

年度修改为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七个会计年度，补偿期间修改后，承诺

净利润仍为314,600万元。如马腾公司在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则公司应在专项

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5个工作日内向广西正和发出书面通知（书面通知应包含具体补偿金额），广西正和

在收到公司的书面通知后40个工作日内，对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数部分的95%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

付补偿，发出书面通知的时间应在公司2020年度报告披露后的三个工作日内。

2021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申请业绩承诺延

期履行的议案》， 将补偿期间在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七个会计年度的基

础上再延长三个会计年度，即延期至2023年，补偿期间延长后，承诺净利润仍为314,600万元人民币。如马腾

公司在补偿期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则公司应在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5个工作日

内向广西正和发出书面通知（书面通知应包含具体补偿金额），广西正和在收到公司的书面通知后40个工

作日内，对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数部分的95%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补偿，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的时

间应在公司2023年度报告披露后的三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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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布伦特原油价格重拾上涨趋势，随着疫情逐渐恢复，经济增长，2021年上半年公司盈利能力将

得到大幅提升。

公司名称: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焕龙

日期:2021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