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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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谈煊 张宝丹 

电话 0755-83251352 

0898-66787367 

0755-83251352 

0898-66787367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01号富德生命

保险大厦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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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01号

富德生命保险大厦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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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74,921,559.39 14,701,932,679.78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279,118,967.38 5,274,961,193.24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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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955,268.43 639,990,501.69 -52.04 

营业收入 1,340,300,768.54 1,855,077,724.58 -2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608,316.20 57,062,902.51 -4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140,452.85 27,312,786.20 -22.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8 1.11 减少0.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35 0.0252 -46.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35 0.0252 -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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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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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665,08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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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林立东 境内自然人 5 113,200,000 0 质押 113,017,63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 75,298,654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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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20,262 0 质押 59,920,26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1 20,549,000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 500 交

国有法人 0.84 19,045,206 0 无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亚太奔德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2 13,945,490 0 无   

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8 13,026,052 0 无   

张研 境内自然人 0.57 13,007,60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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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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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30.08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8,835.88 万元；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60.83 万元；每股收益 0.0135 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

产 1,467,492.16 万元，比上年减少 0.1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27,911.90 万元，比上年

增长 0.08%。 

（一）油田开发与生产 

1. 克山项目 

2019年上半年，克山项目本着精细研究、优化部署、及时调整的工作思路，继续加大产能建

设力度，加快新钻井运行节奏，节约钻机搬迁时间，有效缩短单井钻井周期，合理组织投产作业

施工，上半年共完钻16口、投产14口，新井贡献产量20,567吨，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单井初产符

合预期。同时在欧盖深层部分新钻井采用筛管完井工艺，在充分释放产能的同时，在降低单井造

价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同时，通过对油井生产动态与地质油藏特征紧密结合进行分析，努力挖掘措施增油潜力。上

半年共实施各类增产措施17口，增油10,209吨。其中，利用深穿透加酸化工艺成功解决近井地带



堵塞的问题，在物性较差、之前没有产量的层段获得了约15吨/天的高产。卡拉套油田1口井的换

层，也有效提高了整个区块的产量水平和剩余油的动用程度。 

克山公司欧盖油田以古近系超浅层为目的层的1口探井，投产后日产油稳定在25吨/天以上。

这些都为克山项目后续的新增储量接替，保持长期的可持续开发，提供了明确的工作方向和可期

的增长潜力。 

此外，新增燃气发电机组、油田工作生活营地、配套注水系统等地面工程的建设，按计划有

条不紊地开展，为油田稳产上产、降本增效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 马腾项目 

2019年上半年，马腾项目以保持油田开发生产稳定、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开展各项工作。

上半年共完钻并投产新井4口，新井贡献产量1,648吨。通过水平井取消导眼的优化设计，以及在

去年初步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筛管完井工艺采用，这些举措均有效地降低了单井钻

井费用。 

老井稳油控水方面，通过精细地层对比、生产动态跟踪分析等技术研究手段，进一步挖掘剩

余油潜力，并结合经济指标分析，优化措施类型与选井选层，以提高措施成功率。上半年共实施

换层、堵水、补孔等各类措施50井次，增油6,146吨。加强采油泵的管理与工况分析，延长检泵周

期，提高油井生产时率。同时持续加强井下作业施工管理，作业时效及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在持续提高油田生产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对地面工艺系统进行了适当的流程改造与维护升级，

维修更换和优化了部分集输与注水管网，提升了液油水计量精度，提高了分层注水可靠性，保证

了输油生产安全，并为下一步实施调驱等提高采收率手段打下了良好基础。 

2019 年上半年克山项目与马腾项目石油产销量数据合计如下： 

产品 

2019 年上半年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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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3 48.48 44.90 45.54 10.98 6.46 

 

（二）拟进行资产出售进展 

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0日、2018年 12月 6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案》，为改善公司债务结构、缓解目前资金压力，公司拟

对子公司克山公司进行出售。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签署<有关 KOZHAN JSC 的谅解备忘录>的议案》，同意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与 

Perfec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签订《有关 KOZHAN JSC 的谅解备忘录》，PIHL（或

通过其附属公司）拟从 Hong Kong Sino-Science Energy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收购 KOZHAN 

JSC 的 100%股权。交易对价将由各方参考独立估值师出具的最终估值报告协商决定。本备忘录并

不构成对任何一方具有约束力的任何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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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