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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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文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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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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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069,885.01 14,081,755,036.92 -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44,276,771.29 5,364,150,082.00 -4.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0,478,407.23 421,939,286.30 -0.3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236,977,616.48 1,995,235,326.91 -3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042,467.54 41,432,218.19 -54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933,709.90 26,868,478.01 -773.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0.78 减少 0.8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13 0.0183 -544.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3 0.0183 -5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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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58,383.90 2,160,030.05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5,4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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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55.84 32,629.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09,522.12 -9,277,472.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00,591.29 2,237,764.27  

所得税影响额 2,086,925.72 1,743,783.35  

合计 -3,972,865.37 -3,108,7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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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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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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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38,677 7.4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林立东 91,182,400 4.03 0 质押 91,000,00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75,298,654 3.33 0 无 0 国有法人 

江伟朋 40,182,150 1.7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芜湖江和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7,275,262 1.65 0 质押 37,275,262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张研 13,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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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欢君 8,228,888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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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081,232 人民币普通股 665,08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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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5,298,654 人民币普通股 75,298,654 

江伟朋 40,182,150 人民币普通股 40,182,150 

芜湖江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275,262 人民币普通股 37,275,262 

张研 13,3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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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欢君 8,228,888 人民币普通股 8,22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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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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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初数 

本期期初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较

本期期初金额变

动比例（%）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21,051.95 1.57 9,766.87 0.69 115.54 主要系本期末收到原油货款增加 

应收账款 11,502.27 0.86 26,571.50 1.89 -56.71 主要系本期末收到原油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22,501.50 1.68 45,540.95 3.23 -50.59 主要系本期收回债权处置款 

其他流动资产 10,289.25 0.77 17,070.09 1.21 -39.72 主要系本期待抵扣税款减少 

短期借款 268,223.43 20.06 255,659.57 18.16 4.91 主要系长期借款到期，重分类至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6,017.70 0.45 13,304.68 0.94 -54.77 主要系本期末采购货款结算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116.40 0.08 2,205.89 0.16 -49.39 主要系本期职工薪酬结算增加 

其他应付款 98,297.39 7.35 85,288.15 6.06 15.25 主要系本期计提利息支出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5,848.61 4.18 75,691.30 5.38 -26.22 主要系借款到期，重分类至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126,412.48 9.45 164,515.65 11.68 -23.16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123,697.76 199,523.53 -38.00 主要系本期油价下降，原油销售收入减少 

税金及附加 21,092.29 51,668.92 -59.18 主要系本期油价下降，关税及出口收益税减少 

财务费用 25,727.86 37,836.98 -32.00 主要系本期贷款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82.55 -18,824.77 
 

主要系本期钻井投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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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三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123,697.7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8.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404.25万元。公司前三季度收入及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

由新冠疫情影响，国际油价下跌所致。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337,306.99万元，较年初减少5.0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514,427.68万元，较年初减少4.10%。  

2020年7-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831.90万元，实现利润总额3,152.75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29.79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和重要事项进展如下： 

一、油田生产管理 

2020年前三季度，面对哈萨克斯坦新冠疫情的严峻形势，以及油价低位运行的双重压力，公

司精心组织，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疫和控制措施，并加强预算调整、生产作业、综合管理等多方

面的优化，推迟了部分非紧迫性的资本性投入，减少了一些在低油价条件下经济效益较差的增产

措施，积极开展增收节支、降本增效举措，保持了生产稳定运行。 

马腾项目： 

积极落实稳油控水、潜力评价、降本增效工作。细化生产管理，通过精细地质研究与生产动

态评价相结合，根据油价波动和单井经济评价结果，保持最优开井时率。持续深化老井的措施优

选，通过动态分析和砂体对比确定潜力目标，利用饱和度测井充分论证剩余油潜力，并进一步优

化措施工序。采用下防蜡油管和蒸汽洗井方法延长结蜡井的检泵周期，加强泵管理分析。优化作

业管理，提高作业效率、减少占井时间。逐步推进注水井优选和注水方案调整，提高剩余油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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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合理分批投入、逐步开展实施管线更换、计量设备检修更新、电力设施保养维护等工程建

设。 

克山项目： 

持续深化地质研究，加深油藏认识，落实老井措施潜力。结合油井生产动态，优选换层措施，

采取堵水避射和补孔等方式增加剩余油动用，通过动静结合分析挖掘长停井恢复潜力。在强化生

产组织管理、保持稳定运行的同时，积极开展修旧利废，努力降低单位操作成本。根据实际需求，

合理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实施。完成联合站 2000 方和 5000方储罐各 1座的建设，与主体处

理流程并网，增强了储油自持能力。建成维修车间和消防车库各 1座，完善了生产支持保障系统。

同时，积极推进西扩矿权评价井的井位论证，完成了新建平台和 7.2千米通井道路的建设，为后

续评价井的组织实施，以及进一步增储上产做好准备。 

2020年前三季度产销量数据如下： 

产品 

2020年前三季度 2019年前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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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4 72.93 77.53  75.97  -4.50 -4.00 

二、诉讼相关事项进展 

1、涉及相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与国鼎晟的企业借贷纠纷  

2019年7月22日，深圳国鼎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鼎晟”）作为申请人向湛江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被申请人一洲际油气偿还本金人民币5000万元整，截至2019年5月31日起的利

息12,536,574.20元及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并承担本案受理费、

处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同时请求被申请人二广西正和对被申请人—洲际

油气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与融易达的企业借贷纠纷 

2019年7月22日，深圳市融易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易达”）作为申请人向湛江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被申请人—洲际油气偿还借款人民币本金6000万元整、截至2019年5月

30日起的利息19,329,807.53元及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并承担本

案受理费、处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同时请求被申请人二广西正和对被申

请人—洲际油气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与晟视公司的保证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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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个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15日和2020年4月28日对外披露的《涉及诉

讼及诉讼和解的公告》和《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四）与陈新樑、西岸传媒股权转让纠纷 

2016年3月，洲际油气之全资子公司海南油泷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油泷”）与

陈新樑、西岸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岸传媒”）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陈新

樑和西岸传媒分期回购海南油泷持有的西岸传媒的股权。因陈新樑和西岸传媒未按照《股权转让

协议》履行回购义务，2017年2月海南油泷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州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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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陈新樑和西岸传媒，公司已在2018年4月28日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第184页“或有事项”

中披露本案。 

2、相关案件目前情况 

（一）与国鼎晟的企业借贷纠纷 

湛江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6日作出裁决，裁定公司向国鼎晟偿还本金5000万元及逾期利息，

并由洲际油气承担本案的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仲裁费合计453,637.6元，同时驳回申请人的其他

诉讼请求。广西正和对以上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与融易达的企业借贷纠纷 

湛江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裁决，裁定公司向融易达偿还本金55,491,986.3万元及

逾期利息，并由洲际油气承担本案的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仲裁费合计569,510.9元，同时驳回申

请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广西正和对以上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与晟视公司的保证合同纠纷北京三中院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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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与陈新樑、西岸传媒股权转让纠纷2011年11月23日，福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

告陈新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海南油泷支付股份转让款3275万元并支付违约金；

被告西岸传媒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新樑和西岸传媒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217,818元。

陈新樑、西岸传媒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上诉，2018

年10月31日，福建高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陈新樑、西岸传媒的上诉申请，维持原判。2019年3月

26日，海南油泷依据二审判决书向福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陈新樑和西岸传媒的资产，并依法查封

了陈新樑和西岸传媒名下的全部资产。福州中院认为，鉴于海南油泷未能提供陈新樑、西岸传媒

有效可供执行的财产证明或明确的可供核查的财产线索。经福州中院采取积极的调查措施，亦未

发现陈新樑、西岸传媒有可供执行财产，本次执行程序已无法继续进行。2019年11月28日，福州

中院作出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本次执行程序终结后，陈新樑、西岸传媒负有继续向海南

油泷履行债务的义务。 

以上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8日对外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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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市场原油需求下降，导致布伦特油价自2020年3月以来低位

运行，对公司油气主业经济效益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公司名称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文韬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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