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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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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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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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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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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华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谈煊 王俊虹 

电话 010-510818910898-66787367 010-510818910898-66787367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

大厦A座3层海南省海口市国贸

大道2号海南时代广场17层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

大厦A座3层海南省海口市国贸

大道2号海南时代广场17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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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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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3,204,208.21 16,397,723,933.84 -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199,259,704.34 5,111,646,324.85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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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990,501.69 -53,643,004.98 

  



营业收入 1,855,077,724.58 1,360,745,319.28 3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7,062,902.51 -48,281,22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312,786.20 -57,394,162.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1 -0.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52 -0.021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52 -0.0213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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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665,01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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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169,338,677 

林立东 境内自然人 5.00 113,200,000 0 质押 113,017,635 

芜湖江和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5 59,930,262 0 质押 59,930,26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2.08 47,131,722 0 无 0 

深圳盛财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 24,445,004 0 质押 24,445,00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91 20,549,000 0 无 0 

亚太奔德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19,907,89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华

夏红利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5 16,878,064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新经济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16,160,33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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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6 年 面

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6洲际 01 123035 
2016年 4

月 29日 

2018年 4

月 29日 
70,000 7.5 

2016 年 面

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

公 司 债 券

（第二期） 

16洲际 02 123047 
2016年 8

月 26日 

2018年 8

月 26日 
15,000 7.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3.79   65.0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15   1.4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5,507.77 万元，比上年增长 36.33%；实现利润总额

35,261.49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06.29 万元；每股收益 0.0252 元。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1,616,320.42万元，比上年减少 1.4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519,925.97万元，比上年增长 1.71%。 

 



（一）油田开发与生产 

1. 克山项目 

2018 年上半年，克山项目在持续加强对油田油藏地质特征开展精细研究的基础上，产能建

设方面继续加大水平井的规模应用，并加强从设计、定向钻进到完井投产等各个环节的严格把控

，取得显著效果。上半年完钻并投产新井 13 口，其中水平井 6 口、定向井 7 口，上半年新井贡

献产量 30,828 吨。同时，措施增产重点围绕长停井恢复和换层、堵水工作展开，上半年共实施

各项增产措施 31 井次，累计增油 9,666 吨。利用欧盖油田的一口老井，在超浅层（250m 左右）

获得了 15 吨/天的稳定产量，证实了超浅层的开发潜力，为油田下一步开发提供了新的领域。地

面工程建设方面，联合站一期改扩工程顺利完成并投产运行，年处理能力提升至 50 万吨以上。

此外，对 2 个平台进行了扩建，并新建 2 个平台，为后续进一步拓展井位，提高储量动用程度奠

定了基础。通过管输密闭流程的完善以及天然气发电机的使用等一系列优化举措，不仅有效降低

了生产操作成本，而且提高了油田环保水平。克山项目上半年共生产原油 243,107 吨，较去年同

期增长 55.1%。  

2. 马腾项目 

2018 年上半年，马腾项目下属的马亭、东科和卡拉三个油田，在强化新井组织管理、加快

新井投产节奏的同时，重点加强了换层、堵水等老井增产措施的优选与实施，提高作业效率和效

果，并积极开展注水调整方案的研究工作，努力降低老井综合递减率，圆满完成上半年目标产量

任务。马腾项目上半年共生产原油 205,848 吨，共完成钻井并投产新井 12 口，新井累产 7,579

吨。实施各类增产措施 50井次，措施有效率措施增油 9,655吨。 

2018年上半年克山项目与马腾项目石油产销量数据如下： 

产品 

2018年上半年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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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0 45.54 35.91 36.30 25.03 25.45 

 

（二）勘探项目 

苏克项目 

2018 年上半年，苏克项目大力推进 3 口新钻井以及 3 口老井的储层改造，开展了前期的招

标技术要求编制、工程设计、生产运营准备等方面的工作。 

同时，持续加强地质研究工作，精细落实和刻画关键地质要素，分层解剖气藏控制因素和气

藏潜力，充分利用烃类预测成果，按照多层兼探、最大范围控制含气面积的原则，优化评价期部

署方案。在此基础上，系统设计探井、评价井资料录取要求，开展储量参数研究，形成了分区块

、分层位的储量提交方案。 

 

（三）启动重大资产重组，扩张国内外油气版图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组项目。2018 年 3 月 27 日，公司对外披露因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3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2018 年 4 月 8 日，洲际油气与中信资源、

泷洲鑫科签署具有约束性的《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步骤、重组

和交割的先决条件、尽职调查等内容进行约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通过收购中信海月能源有限

公司以及上海泷洲鑫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来获得国内外油田，以此实现洲际油气在拥有国内油田

方面零的突破，同时继续扩大国外油田版图，以增强公司主营业务实力、扩大主营业务规模。 



鉴于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交易结构复杂且涉及国有资产转让事前审批事项，根据重组进展实际

情况，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2018 年 5 月 26 日、2018 年 6 月 28 日及 2018 年 7 月 27 日分

别对外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延期复牌公告》、《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和《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经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3月 27 日至今处于持续停牌阶段。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仍在进一步推进中，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组的有关事项进行进一

步磋商，并持续与各中介机构就本次重组事项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论证。目前，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等现场工作仍在推进中，上述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及时召开

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予以公告并按相关规定复牌。 

 

（四）战略合作助力进军伊拉克市场 

2018 年 4 月 26 日，伊拉克石油部宣布洲际油气成功中标获得伊拉克第五轮区块招标中的

Huwaiza 和 Naft Khana 两处区块的勘探和开发权。本次中标企业中仅有三家国际能源公司，洲

际油气是其中唯一一家国内民营 A 股上市公司。在此之前，公司已于 2018 年 1 月 7 日获得在伊

拉克油气田作业资质，成为在全球范围内经伊拉克石油部认可、可在伊拉克境内进行油气田作业

的 26家油气公司之一。 

2018 年 5 月 3 日，洲际油气与安东油田服务集团（03337.HK，以下简称“安东石油”）、华

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554.SZ，以下简称“惠博普”）签署了《伊拉克油气田开发战略

合作协议》，引入安东石油和惠博普作为公司在伊拉克的国家合作伙伴，为公司在伊拉克

Huwaiza和 Naft Khana两处油田区块项目提供全面的技术、运营和人才支持。 

2018 年 6 月 7 日，洲际油气与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3619.SH，以下简称 

“中曼石油”）签订了《伊拉克油气田开发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将引入中曼石油作为洲际油气在

伊拉克新增的国家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曼石油就 NK 区块向公司提供

全方位支持。 

公司与安东石油、惠博普以及中曼石油在伊拉克项目上的合作，是公司在进军伊拉克市场中

的新尝试、新探索，通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双方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在产业、市场、

人才、技术、资本等层面上实现资源共享，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五）运输公司、商业物业贡献稳定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对哈国油气运输公司的管理，总体超额完成上半年的预定目标，营

业收入较之去年同期有所提高。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哈国油气运输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9285.67万美元。 

2018 年上半年度，公司对持有商业物业进行持续管理，不断完善商城设施，改善商城环境，

营造商业氛围，积极拓展招商工作，同时积极借鉴先进物业管理经验、深化改革、创新商业管理

模式。报告期内，公司柳州谷埠街国际商城与北京方庄物业实现租金收入 2,138 万元。 

 

（六）处置资产实现资金回笼 

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实现资金回笼，公司于 2018年 7月 11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出售子公司新加坡洲际 60%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筹划择机出售子公司新加坡洲际 60%的股权。7 月 11日，洲际油气全资子公司香港油泷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与汉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收购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新加坡洲

际 60%的股权。本次转让新加坡洲际 60%的股权是应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管理发展的需要，有利

于公司进一步调整债务结构，集中主力发展上游油气业务。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