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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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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3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前期涉诉及投资损失等事项 

1、违规担保涉诉进展情况。前期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发布涉诉公告，

恒天中岩就其与正和兴业、唐万新合同纠纷一案，申请追加公司为被告，涉案金

额 6.77 亿元，其后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在回复我部前期问询函时表

示，上述诉讼涉及担保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现任董事会在收到应诉

通知书前对该担保不知情，公司对原告方出示的《保证合同》上印章真伪无法确

认，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年报显示，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尚未就是否正式立案侦查

作出明确答复。请公司补充披露：（1）截至公司回复问询函时，上述事件有无相

关进展；（2）请公司自查上述事件各环节所涉及公司现任或时任董监高并列示，

明确说明相关责任方。 

2、公司及管理层与“德隆系”相关情况。前期公司因违规担保等多起事项

涉诉，涉案主体涉及唐万新等“德隆系”成员，媒体报道质疑公司前任管理层与

“德隆系”存在关联。请公司结合前期回复问询函情况，以表格形式统一列示并



说明当前公司、公司现任董监高、公司前任董监高、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大股东、

前期收购浙江犇宝及鼎亮汇通的全部交易对手方是否与“德隆系”存在任何直接

或间接关联关系。 

3、募集资金无法归还情况。前期临时公告及问询函回复显示，公司存在可

能无法及时偿还前期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9.025亿元资金的情形。上述资金

多数被用于提前偿还银行贷款，其中 1.2亿元贷款与公司前期认购长沙泽洺有限

合伙份额 1.7亿元中的 1.122亿元从资金流向上判断存在关联，其他部分资金无

法判断直接关联性，但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失事项使用的投资资金均依赖于

银行借款，而上述借款中 4.147 亿元用于归还以前年度借款。请公司补充披露：

（1）针对募集资金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情形，公司截至目前在问询

函回复的基础上是否已开展进一步核查，并说明相关进展；（2）针对上述募集资

金中被认定与前期对外投资损失事件存在直接关联的部分，补充说明公司目前是

否就相关款项进行追讨及当期进展，并补充说明相关责任人认定情况；（3）请补

充披露前期作出将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决议的公司相关责任人；（4）

前期问询函回复表示，公司已于 2018年 12月就前期的对外投资损失以及前任管

理层的失职向公安部门进行报案处理，截至 2019 年 3月 12日尚未收到公安机关

立案受理的书面通知。请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的相关进展，后续拟继续采取何

种措施以维护自身权益。 

4、与中润资源的担保及资金拆借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对外担保

余额为 2.5亿元，被担保方为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下称中润

资源），截至报告日，中润资源尚未归还上述借款，其全资子公司已将其所拥有

的不动产抵押给借款银行用于抵押借款，拟将所得款项用于归还上述借款。前期

临时公告显示，2016 年 2月 24日，公司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累计 5 亿元，互保

期限为 3年，2018年 7 月 31日，中润资源在还清前期由公司担保的 3亿元借款

后续借 2.5亿元，借款期限至 2019年 1月 28 日，仍属于公司担保范围内，其中

2.18 亿元为借新还旧，被烟台银行划入关注类。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

前任及时任董监高与中润资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

因；（2）上述 2.5亿元对外担保是否存在反担保，是否计提预计负债，当前是否

已出现逾期，如是，请补充说明上述逾期担保是否会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后续拟采取何种措施保障自身权益；（3）其他应收款科目显示，报告期末公

司向中润资源拆借资金余额 2500 万元，账龄为 2-3 年，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500

万元，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资金拆借的原因及用途，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计

提比例是否合理。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二、公司治理情况 

5、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年报显示，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判定主要依据为 2018 年 6 月 15 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后，金志昌

顺、金志昌盛、刘志臣推荐或提名的董事及监事均离职或被罢免，刘志臣无法通

过控制董事会的形式对公司高管层及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请

公司补充披露：（1）请结合公司目前实际的经营决策、主要股东单独及合计持股

比例、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来源等，补充说明公司目前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情况。如仍认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应说明判定依据及合理性，是

否存在通过认定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以规避关联方认定的情形；（2）前期

于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请增加临时提案的 7 名股东分别为杭州鸿裕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杭州鸿裕）、上海关山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绵阳泰合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启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祺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善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杭州鸿裕、上海关山、绵阳

泰合 3名股东拥有实际提名权力。当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多数为此次提名

后经股东大会选举任职。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 7名股东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当前任意一方或多方是否能够对公司高管层及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决策产生实质

性影响，并请说明未将上述一方或多方认定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原因；（3）

年报中认定公司目前所处的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是否会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及决策流程形成不利影响，并说明拟应对措施。 

6、内控制度情况。前期公司前后出现多起对外投资损失事件，公司前期问

询函回复中表示不能排除前任管理层损害公司利益的可能性。请公司补充披露：

（1）请公司梳理并补充自相关事件发生以来，公司在完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

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当前公司内控制度规范进展；（2）当前公司是否已建立起较

为健全的内控管理机制，能否有效保障不再出现前述类似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三、经营业绩及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7、经营业绩季节性波动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

分别为 9.66亿元、11.81 亿元、14.13亿元、12.20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85

亿元、1.56 亿元、4.10 亿元、-0.50 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25

亿元、13.08亿元、13.04亿元、1.35亿元。请公司结合自身业务模式、各主要

产品价格波动、行业竞争格局、历史同期情况等因素，补充披露：（1）各季度归

母净利润波动剧烈，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大幅上升的原因；（2）结合业务开展情

况、销售结算及回款模式，补充披露在归母净利润环比增加值相对较小的情况下，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于第二季度显著上升原因的原因；（3）结合国际原油价格

走势、公司应用套期保值策略及本年度大额计提减值等情况，分析公司第四季度

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与归母净利润均环比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8、报告期内业绩及油气产量增长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213.99%，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192.15%，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63.91%，

作为主要产品的油气销售量同比增长 213.35%。因合并范围在时间上存在差异，

如按全年口径相比，合并营业收入同比增幅约为 73%，生产成本同比增幅约为 71%，

油气销售量同比增幅为 62%。请公司补充说明：（1）上述按全年口径测算增幅的

具体计算过程，在排除合并范围的影响后本报告期业绩仍实现较大增长的原因；

（2）油气产销量同比显著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3）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产

销量情况分析表均显示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石油和天然气，请公司补充说明当前是

否已存在天然气开采及销售业务，如是，请说明产销量情况分析表中列示数据是

否为油气合并计算下的桶油当量，列示油气当量换算系数，并在主营业务分行业

情况、产销量情况分析表中分项列示石油、天然气的分产品产销数据。 

9、海外油田资产业绩表现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控股孙公司

Moss Creek Resources Holdings, Inc.（下称 Moss Creek）实现净利润 19.59

万元。公司前期发布的 2018年半年报显示，2018年上半年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对应 Hoople 油田资产，下称浙江犇宝）、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对应 Hoople 油田资产、Howard 和 Borden 油田资产，下称鼎亮汇通）

分别实现净利润 0.43 亿元、3.56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将 Moss Creek



的财务数据（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按 Hoople油田资产、Howard 和 Borden

油田资产分项予以列示；（2）在此基础上，分析上述油田资产经营业绩是否达到

前期收购时相关盈利预测，如未达到，请结合项目前期资金投入、经营管理等情

况，说明经营业绩不及预期的原因，是否涉及资产减值，公司后续有无相关对策。

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0、客户集中度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全年销售总

额比重高达 99%。请公司补充披露：（1）补充列示前五名客户基本信息，并结合

其经营及财务状况、订单规模等，分析其对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是否具有重大影响，

公司后续业务开展是否具有稳定性；（2）结合当前客户及订单项目情况，分析说

明当前公司是否存在对单一客户依赖的风险，并明确公司在未来经营中针对此问

题拟采取何种改善措施。 

11、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及套期保值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6.93 亿元，对当期归母净利润影响较大，主要为石油套期保值合约的

公允价值变动导致。请公司补充说明：（1）财务报告附注中“衍生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套期”等部分勾选“不适用”的原因，并依据《上市公司行

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八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相关规定，补充披露套期保值

业务的交易品种、保证金规模、主要业务风险、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及风险控制措

施等；（2）年报显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中涉及产生预计利润及预计损失

的部分。请补充说明公司套期保值策略中是否涉及卖出类期权头寸，如是，请分

析说明该部分头寸系独立头寸还是期权投资组合策略的组成部分，应用卖出类期

权头寸是否与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以对冲油价风险的预期目的一致，针对卖出

类期权单边潜在损失不存在上限的特点，补充说明公司采取何种头寸管理策略进

行风险控制，并结合相关压力测试评估情况，说明上述风险是否严格可控；（3）

近期公司发布 2019 年一季度报告显示，2019 一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63

亿元，同比下滑 291.30%，其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6.30 亿元，请公司分项列

示相关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情况的测算过程，并结合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套期保

值策略等，补充说明造成上述大额亏损的原因，是否与公司原油销售价格上行产

生的收益形成对冲。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四、其他财务会计信息 



12、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针对涉诉的账面

资产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10.86亿元，涉及深圳市华瑞矿业有限公司等 6亿元

其他应收款、霍尔果斯智元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亿元其他应收款、北京新杰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5 亿元其他应收款、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1.7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是否表明上述事项涉及资产已存在较大可能性无法收回前期款项，公司当前及后

续拟采取何种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13、其他流动资产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从 11.30

亿元降至 0.21亿元，同比下滑 98.15%，主要系理财产品大幅减少。请公司结合

理财产品的具体项目及报告期内变动情况，补充说明其他流动资产大幅下降的原

因。 

14、固定资产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固定资产 8.92 亿元，同比增

长 153.58%，主要系美国子公司水处理设施新增投资导致。请公司补充披露；（1）

补充列示上述增加金额的具体投资项目情况，并说明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的原因；

（2）随着公司油气业务规模不断开展，上述项目是否涉及后续投入，若是，请

测算并补充披露预计后续投入金额。 

15、应收账款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 5.35 亿元，同比增

长 45.98%，其中 99.53%的金额均被划入个别认定组合，因按月结算、不存在无

法回收风险而不计提坏账准备。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其他公司情况，说明确定上述

计提坏账政策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6、预付款项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账款 2.12 亿元，同比增

长 371.47%，主要系向上海尊驾酒业集团有限公司预付款项 1.55 亿元，占预付

款项总额比例为 72.89%。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预付款项的具体用途，款项形成

的合理性，尚未结转的原因。 

17、其他应收款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 5.76 亿元，在

按个别认定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中，款项性质为“油气资产联合开发

运营的其他各方”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5.27 亿元，绝对金额较大，且未计

提坏账准备。请公司补充披露：（1）以列表形式分项披露该笔其他应收款对应的

主要联合开发运营方及应收金额，并补充说明将其列入其他应收款科目的原因；



（2）补充披露对该笔款项未计提任何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计提

不足的情况。 

18、油气资产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油气资产由 154.57 亿元增至

212.71 亿元，同比增长 37.61%，主要为油气开发资本性支出增加，附注显示本

期增加金额 73.16亿元。请公司补充列示上述增加金额的具体投资项目情况，并

说明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的原因。 

19、其他应付款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 11.46 亿元，同

比增长 1293.98%，主要为代收油气销售收入款大幅增加 10.57 亿元。请公司结

合油气业务开展情况，补充说明上述项目大幅增加的原因。 

20、财务费用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 2.64 亿元，同比增

长 1765,72%，主要为美国子公司提前归还借款产生 1.49亿元费用。请公司补充

说明：（1）上述提前归还借款费用的产生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为一次性罚息；（2）

借款手续费摊销金额较高的原因，后续待摊销部分余额，预计是否将持续对公司

业绩造成影响。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

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9 年 5月 23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9 年 6 月 4日之前，

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对外披露。 

针对上述问询事项，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尽快回复并及时披露。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

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5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