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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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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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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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暨 2019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公司合

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正，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和指引的规定要求，公司

本年度不具备现金分红的条件，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尚需

经过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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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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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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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石油的实际与预期的供需对比状况。

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变化呈现出“短期剧烈波动、中长期具有周期性”的特点。 

国际原油价格及其影响： 

2019 年，世界原油市场供需关系失衡，美国与中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

风险加大，对国际油价走势造成重要影响，国际油价在 2019 年呈现先扬后抑的整体态势。 

2019 年年初，以沙特、俄罗斯为首的“欧佩克＋”超出市场预期的减产执行率对油价的上涨起到

了支撑作用，国际油价从 2018 年末的低点开始反弹，并呈现单边上涨的走势，伦敦布伦特原油期

货价格于 4 月 25 日创下 75.6 美元／桶的高点。受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产生了

短期震荡波动。5 月 12 日，沙特阿拉伯的油轮在阿曼湾遇袭，两天后，沙特阿美公司的原油生产

运营设施遭受袭击，9 月 14 日，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与油田的两处设施再次遭袭击并引起火灾，



直接导致沙特过半产能受损，受该事件的影响，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袭击发生后的首个交

易日一度暴涨 19%。 

尽管国际油价短期内受到减产计划超预期执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但最终中长期的涨跌还

是取决于供需关系。2019 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谈判一波三折，美联储的三次降

息带来全球降息潮，各方对全球经济增速预期持续悲观，原油需求预期走弱，虽然从年末价来看，

2019 年 12 月 31 日，WTI、布伦特油价分别收于 61.06 美元/桶、66.00 美元/桶，较 2018 年末分别

上涨 34.5%和 22.7%。但 2019 全年 WTI、布伦特原油期货均价分别为 57.04 美元/桶、64.16 美元/

桶，较 2018 年均价分别下跌 12.1%和 10.5%。 

2020 年 3 月，第 8 届欧佩克和非欧佩克部长级会议谈判破裂，同时，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原油市场产能过剩，国际原油价格失去支撑力。2020 年 3 月 30 日，布伦特油价跌至 26.42 美元/

桶，与年初相比跌幅达 64%，WTI 跌至 20.09 美元/桶。 

2020 年 4 月 12 日，“欧佩克+”再次举行部长会议，宣布达成减产协议。同时随着全球对疫情形

势变化和各国经济逐步恢复，原油价格在缓慢恢复，2020 年 6 月 25 日，布伦特和 WTI 分别报于

41.07 美元/桶、38.72 美元/桶。 

原油减产和去库存不能一蹴而就，且全球疫情形势尚未明朗，原油供需关系恢复还需要个过程，

油价将随着经济逐渐恢复而缓慢上升，但长期油价预期依然维持在 60-70 美元/桶。 

我国石油供给状况及其机会： 

2019 年，我国在油气领域继续加大增储上产力度，2019 年 1 月-12 月，我国原油产量达到 1.9 亿

吨，增幅 0.8%；天然气产量达到 1,736 亿立方米，增幅 9.8%。扭转了自 2016 年来原油产量持续

下滑的态势。从原油进口量来看，2019 年我国原油净进口量持续增长，2019 年 1-12 月中国原油

进口量为 50,572 万吨，同比增长 9.5%，增速比 2018 年有所提高。从金额来看，2019 年 1-12 月，

中国原油进口金额为 166,266 百万美元，同比增长 4.6%。总体上看，虽然 2019 年我国原油产量实

现止跌回升，但仍低于 2 亿吨，仅追平 2017 年的产量水平，增储上产工作以及遏制油气对外依存

度依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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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4,081,755,036.92 14,701,932,679.78 -4.22 16,397,723,933.84 

营业收入 2,783,632,565.29 3,326,314,212.13 -16.31 2,851,110,839.3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5,999,226.46 69,625,085.41 -19.57 -226,476,295.7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1,768,158.08 24,305,793.64 -271.84 -241,265,592.0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364,150,082.00 5,274,961,193.24 1.69 5,111,646,324.8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13,078,989.66 1,357,405,313.88 -40.10 477,898,522.2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47 0.0308 -19.81 -0.10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47 0.0308 -19.81 -0.100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05 1.34 减少0.29个百

分点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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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516,937.52 756,783,831.02 654,934,558.37 788,397,23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87,734.30 23,820,581.90 10,823,901.99 14,567,00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863,697.64 17,276,755.21 5,728,025.16 -68,636,636.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006,895.99 138,948,372.44 114,984,017.87 391,139,7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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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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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65,081,232 29.38 0 冻结 665,08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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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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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0 75,298,654 3.33 0 无   国有

法人 

芜湖江和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0 59,920,262 2.65 0 质押 59,920,262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20,549,000 0.91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913,300 15,971,806 0.71 0 无   国有

法人 

亚太奔德有限公司 -2,000,000 13,945,490 0.62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张研 -11,782 13,300,000 0.59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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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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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363.26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21,816.99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99.92 万元；每股收益 0.0247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408,175.50 万元，比上年减少 4.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36,415.01 万元，比上年增

加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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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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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以下准则：2017年 3月 31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

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2017 年

修订）》（财会[2017]9号）；2017年 5月 2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

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所有企业会计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9年 4 月 30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中期财

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于 2019年 8月 26 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上述修订后的会计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的

情形。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按照财政部规定的实施日期执行，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自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自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开始执行。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 

1．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



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2）调整了非

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3）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

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

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5）套期会计准

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2．财务报表格式变更的主要内容 

（1）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2）将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3）

在资产负债表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项目”、

“交易性金融负债”，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项目；（4）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5）在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项目；（6）在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

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7）

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

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

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根据修订的新会计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

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新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新旧准则转换对期

初数据不产生调整事项。公司将按新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 2018 年度可比

财务数据。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的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

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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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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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9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6 家，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与上年

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 1家，详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