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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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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2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
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潜能恒信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300191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卉

吴丽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甲 13 号北辰新纪元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甲 13 号北辰新纪元大
大厦 2 塔 22 层
厦 2 塔 22 层

传真

010-84922368-6001

010-84922368-6001

电话

010-84922368

010-84922368

电子信箱

zqb@sinogeo.com

zqb@sinoge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21年，随着全球新冠疫情得到逐步控制，油气市场需求回暖，原油价格提振回升。公司根据自身技术优势，按照“逆
周期、差异化”经营策略，抓住油价上行机遇，坚持“整体部署、透视地球、精心勘探、分步实施、集中力量、智慧钻探、发
现油田、高效开发”发展策略，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以独特的找油技术开展新时代“石油大会战”，加快推进海上、陆
上油气区块勘探开发增储上产各项工作。公司成立多个技术攻关会战小组，集中精力强化现有七个油气区块地震地质油藏一
体化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新成果，精细部署了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探井及高效开发井，为未来油田发现以及低成本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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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生产油气田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司坚持地震地质工程一体化理念，在报告期内，多举措确保安全生产，高效完
成海上1口初探井、陆上105口生产井、5口评价井的钻探作业，圆满完成全年勘探开发生产任务，为增储上产打下基础。报
告期内，渤海05/31合同区已获油气发现的CFD1-2构造油藏部分新增探明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主管部门的评审备案；渤海
09/17合同区首口初探井QK18-3-1井成功钻探并在沙河街组发现多套油气层，电缆取样证实沙二段为油层；新疆九1-九5区块
认真贯彻落实以“技术创新为关键、高效管理为纽带、经济效益为目标”的经营思想，成功开展全息三维开发地震采集处理解
释一体化技术攻关和地震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钻完井工作，开创全息三维开发地震在浅层油藏智慧开发的先河，助力九1-九5
合同区全年实现原油产量为 54.2 万吨。公司以实际行动践行“能源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精神和“我为祖国找石油”的初心使
命，以丰硕的会战成果庆贺党的百年华诞。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638.54万元，同比减少4.42%；实现营业利润4,587.20万元，同比增长143.01%；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28.36万元，同比增长227.02%。上述指标的变动主要原因为在新冠疫情缓解和原油价格复苏
的双重利好影响下，公司抓住有利时机加大开发生产区块的投入、安全管控实现稳产，积极推进提质增效专项行动，突出产
效益油，圆满完成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尽管跟上年同期相比，智慧石油准噶尔盆地九1-九5项目因转让减少了30%合同者权益，
但仍实现油气开采业务收入增加、毛利增长、利润总额增加；随着油价的复苏，公司聚焦精力保障内部项目物探及油藏研究，
外部服务及租赁业务收入减少。
（一）技术服务板块，根据公司整体规划和战略部署，集中主要技术力量加强对七个油气合作区块的油藏研究，做好各
区块勘探开发技术支撑工作。
1、《渤海05/31合同区2021年地质综合研究》项目：报告期内按照“整体部署、分步实施、立体勘探、重在突破、加快
探明”的指导思路，针对合同区馆陶组、东营组和奥陶系3个主力含油气层系开展精细构造落实、储层预测、烃类检测、油气
成藏规律研究及综合含油气评价工作。重新认识CFD1-2构造馆陶组及东营组含油目的层，落实了构造形态，整体为受1号断
层控制的断鼻构造；明确了CFD1-2构造火成岩形成期次及分布范围，油气藏为局部受火成岩影响的断鼻构造油气藏；重新
认识奥陶系潜山，构造整体为大型断背斜构造；潜山风化壳出露地层以上马家沟组地层为主，有利于缝洞储层发育；油源为
南堡凹陷和歧口凹陷双向复合供烃，成藏条件有利；重新认识CFD2-4构造馆陶组和东营组，经过精细断块圈闭落实、储层
预测、油源条件分析、成藏规律研究，认为CFD2-4构造勘探潜力大。在此基础上优先钻探CFD1-2-4评价井，实现CFD1-2油
田控制储量快速升级；加快钻探CFD2-4构造，扩大勘探成果；积极钻探奥陶系潜山勘探领域，实现新的重要突破。
2、《渤海05/31合同区CFD1-2潜山目标构造深度偏移精细成像攻关处理和解释》项目：报告期内为提高CFD1-2构造潜
山目标的成像品质及精度，开展奥陶系地层地震资料叠前深度偏移精细处理及解释工作。紧紧围绕CFD1-2构造潜山油气勘
探突破为核心，通过层控井约束处理解释一体化速度建模技术，建立合理可靠的深度速度模型，以公司专有WEFOX深度偏
移成像技术对CFD1-2构造地震资料进行偏移成像处理，较大提高了潜山顶面及内幕地层的成像品质，获得了一套针对奥陶
系潜山的高品质深度偏移地震数据体。在此基础上，开展CFD1-2构造奥陶系潜山顶面精细构造解释、缝洞储层预测及圈闭
评价工作，为下一步潜山领域的综合含油气评价及井位部署提供有利依据。
3、《渤海09/17合同区2021年度地质综合评价及井位部署》项目：报告期内以“处理解释一体化、地震地质一体化、勘
探开发一体化”的理念，针对合同区低、中、高3个断阶带，以明化镇组下段、沙河街组、奥陶系潜山等为主力含油气层系开
展精细地层对比、油层对比、目的层顶面构造精细解释、沉积相研究、储层预测、含油性预测、油气成藏规律分析、综合含
油气评价及整体井位部署工作。经研究，明确了明化镇组下段低、中、高3个东西向断阶带与3个南北向河道叠置体有效交汇，
形成了8个有利勘探目标区，是下一步主要的勘探层系；沙河街组共发现QK17-1构造、QK18-9构造、QK18-3构造3个有利含
油气圈闭群，南部物源的辫状河三角洲砂体与构造的良好匹配，成藏条件优越；奥陶系潜山发现了受逆冲断层控制的大型背
斜构造，缝洞储层发育、油源条件好，成藏条件有利；预探、评价相结合进行整体部署、分步实施，力争实现明化镇组砂岩
油藏、沙河街砂岩油藏、奥陶系碳酸盐岩油藏新突破。
4、《九1-九5区块高密度高精度全息三维地震采集处理解释一体化服务》项目：以“创新驱动、以储定产、一藏一策、
高效开发”为原则，以高精度高密度全息三维地震资料采集、处理及解释一体化引领开发地震技术创新，经过周密部署、精
心准备，克服了疫情及寒冷天气等不利因素影响，完成了野外地震资料采集施工。利用公司WEFOX等特色处理解释技术，
采用“处理解释一体化、地震地质一体化”研究模式，开展“油藏大会战”技术攻关，完成了地震资料处理、解释，构造、储层
特征分析，成藏规律，油藏描述及综合含油气评价等基础工作，取得了多项成果及认识：1）获得了一套高品质的全息三维
开发地震资料，满足浅层稠油油藏的精细描述及高效开发部署，满足石炭系火山岩岩孔—缝储层成像、油藏评价及高效井部
署的需求；2）地震地质一体化，完成浅层稠油层系及深层石炭系油层的井震标定、统层及精细解释，落实了地层、油层的
构造及油藏分布特征；3）地震多属性分析、地震相聚类分析等多套技术体系，识别了石炭系火山机构，刻画了典型石炭系
火山岩岩相，并预测了石炭系风化壳及内幕储层分布；4）静、动态结合，完成了石炭系油气成藏及控产因素研究，明确了
构造控藏、储层控产特征；5）提出了10口石炭系“内幕”评价井部署建议，优选了多个石炭系有利目标；6）配合完成2021
年度产能建设井及评价井的优化部署、钻探，实现增储上产的目的。
5、《涠洲22/04合同区及周边三维地震资料连片处理与解释》项目：报告期内针对前期研究及井位论证中存在的地震资
料覆盖次数不够的问题，购买了合同区周边地震资料，根据地质任务及井位部署需求，制定了针对性的处理解释技术方案，
利用公司WEFOX等特色技术，完成了合同区及周边225.6km2三维连片叠前时间偏移精细处理、解释。本次处理在速度拾取、
提高信噪比及成像技术等方面均有创新，新成果在潜山等复杂构造成像、保真性等方面明显改善，地层接触关系清晰，断层
归位准确。利用新地震处理成果，完成了石炭系、长流组、下洋组、下角尾组等主要目的层的精细构造解释，精细落实了石
炭系潜山及浅层构造圈闭特征，有力支撑了合同区整体评价及井位部署论证，降低了地质风险。
6、《涠洲22/04合同区石炭系缝洞储层预测与井位部署》项目：报告期内以高品质三维地震连片处理资料及高精度解释
成果为基础，搭建了等时地层格架，地震地质一体化，采用地震属性、地震反演等多手段精细预测了石炭系储层“甜点”分布，
并针对石炭系风化壳缝洞型、“内幕”溶洞型两种储层类型，进行了系统评价，落实了有利储层发育区。在构造、储层及油气
运聚等条件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第一排潜山带圈闭落实，圈闭资源量大，且紧邻涠西南凹陷生烃中心，油源条件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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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系风化壳及内幕储层发育，成藏条件好，勘探成功率高，建议以石炭系潜山目标为主，兼顾浅层，整体部署3口探井，落
实油气分布及储量。
7、积极把握市场机遇，并结合现有区块勘探对设备的使用安排，继续推进物探采集设备租赁业务，提高设备使用效率
并持续创收。报告期内公司保持与中石化物探采集设备租赁订单，并继续与中石油开展物探设备租赁业务合作，保持灵活、
多元化经营模式有利于增强公司应对极端外部环境能力。
（二）油气勘探开发板块，把握油价上行周期，开展新时代“石油大会战”，加快推进海上、陆上油气区块勘探开发增储上
产各项工作。
1、渤海05/31合同区
通过前期开展的系列三维地震处理解释一体化和地震地质一体化研究工作，明确了馆陶组、东营组、奥陶系3个主要含
油气目的层，经钻探在馆陶组及东营组成功发现了CFD1-2油田及CFD2-4含油气构造。报告期内，CFD1-2构造部分已发现油
藏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获自然资源部主管部门的评审备案，控制原油地质储量由中国海油评审备案。该局部区域新增2P储量
叠合含油面积8.5平方公里，新增原油2P石油地质储量1604.15万吨，溶解气2P地质储量21.54亿立方米。为进一步评价馆四段
和东一段，实现控制储量升级，报告期内在 CFD1-2 含油气构造南部断块部署评价井CFD1-2-4 井，完成了钻井地质设计、
工程设计、 海况调查、作业许可相关手续办理等钻前准备工作，并于2021年年底正式拖航开展相关钻井作业。
2、渤海09/17合同区
本着“整体部署、分步实施、立体钻探”原则，以明化镇组下段、沙河街组及奥陶系潜山为主要目的层，系统开展了渤海
09/17合同区构造分析、沉积相研究、储层预测、油气成藏规律研究、综合含油气评价及有利目标优选工作。预测该区油气
勘探潜力大，并整体部署探井，优选了第一批3口可钻探井位。报告期内完成了渤海09/17合同区首口初探井 QK18-3-1井钻
探作业，该井在沙河街组发现多套油气显示段，经对沙二段测井解释的油层进行电缆取样，取样结果证实该层为油层。该井
的钻探证实了该区具有较大的勘探潜力，为下一步钻探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3、南海涠洲22/04合同区
报告期内，购买了合同区周边地震资料，并利用
合同区首口
相研
仑
开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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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599,152,863.17

1,544,808,293.86

3.52%

1,769,423,26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30,006,782.77

1,203,218,732.95

2.23%

1,205,008,416.69

2021 年

2020 年

406,385,437.73

425,171,413.96

-4.42%

174,530,53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83,609.81

10,483,698.84

227.02%

26,178,39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034,200.64

5,890,971.15

477.73%

23,946,414.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987,924.98

210,166,615.11

-54.33%

-68,395,907.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3

266.67%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3

266.67%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2%

0.87%

1.95%

2.19%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97,998,056.18

100,968,588.33

103,566,827.08

103,851,96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08,471.74

8,394,945.24

10,764,173.68

8,516,01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90,484.98

8,235,092.34

10,732,794.20

8,475,829.16

14,070,723.32

-17,940,497.78

90,263,455.85

9,594,243.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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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19,883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报告期末表决
18,228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持有特别表决
0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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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锦明

境内自然人

41.64%

133,240,000

周子龙

境内自然人

6.68%

21,370,000

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112,980,000 质押

数量
59,88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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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蓝色海洋
境内非国有
工程企业(有限
法人
合伙)

4.97%

15,900,000

陆兴才

1.03%

3,298,300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0.89%

2,846,463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
华创业板两年
其他
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0.65%

2,068,5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同力精 其他
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0.50%

1,600,000

刘理芳

境内自然人

0.45%

1,430,000

刘九兰

境内自然人

0.44%

1,400,000

蔡益

境内自然人

0.42%

1,357,583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周子龙先生为周锦明先生的子女。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2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基于公司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安排，同意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Ergel-12 区块勘探开采项目”变更为“渤海 09/17 区块勘探开采项目”，并变更相应的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蒙古 Ergel-12 区
块勘探开采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7,877.57 万元人民币（折合 1,207.31 万美元）,全部用于中国渤海 09/17 区块钻完井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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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工程。
2、2021年2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拟签署渤海 09/17 合同区钻井总包服务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海外全资公司智慧石油拟与北方海洋钻井（青
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海洋”）签署《渤海09/17合同 区2020年-2021年钻井总包服务合同》，根据智慧石油钻井地质
设计、工程设计，北方海洋将使用自升式钻井平台国裕（原名：N610） 号钻井平台或Magellan号钻井平台对09/17合同区进
行3口井的钻探作业，合同总金额预计为16,376万元人民币。
报告期内，北方海洋对国裕钻井平台进行了适应性改造、钻前磨合等钻前准备工作以及办理各种施工手续工作。但由于
今年以来海上安全事故多发，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对于海洋钻井安全要求升级，虽北方海洋已尽最大努力至今仍未能完成全部
作业许可的办理。为尽快开展渤海09/17合同区钻探作业，经与北方钻井及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OSL”）
友好协商，智慧石油终止与北方钻井签署的总包合同，改由COSL承担相关钻井服务。
3、2021年4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苏尼特右旗维光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赛汉乌力吉区块2021年勘探开发总包服务》，合同总金额为1400万
元。
4、2021年4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5、2021年4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注册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且
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股票，授权期限为2020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6、2021年4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智慧石油（克拉
玛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石油克拉玛依”）向银行合计申请不超过17,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流动资
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和保函等)，其中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
度，智慧石油克拉玛依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2,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对全
资子公司智慧石油克拉玛依上述授信提供信用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人民币，授权期限1年，额度在有效期内可
循环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7、2021年12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同意全资子
公司智慧石油（克拉玛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石油克拉玛依”）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行申请不超
过30,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流动资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和保函等)，基于昆仑银行授信要求，智慧石油克拉
玛依以准噶尔盆地九1-九5项目原油销售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智慧石油克拉玛依上述授信提供信用担
保，担保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人民币，授权期限2年，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
手续。
8、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已满。公司先后于2021年12月15日召开2021年第一
次职工代表大会，2021年12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并于2021年12月31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完成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会主席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换届聘任。
9、报告期内，中国海油转发的自然资源部下发的《关于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自然资储备字【2021】126
号）。评审基准日为 2020年11月30日。曹妃旬1-2 油田馆陶组、东营组新增含油面积3.48平方千米，原油探明地质储量450.94
万吨（525.11万立方米）；溶解气探明地质储量5.82亿立方米。通过评审备案的新增油气探明储量为渤海 05/31 合同区已发
现的 CFD1-2 构造油藏中的一部分，是基于该构造已钻2口初探井和1口评价井的认识。智慧石油下一步将加快探明区周边
井位部署及钻探，尽快实现对中深层的馆 陶组和东营组的控制储量。
10、2021年11月2日，渤海09/17合同区首口初探井QK18-3-1井正式启航出海开展钻井作业，报告期内QK18-3-1井已经完
成全部钻井、录井、测井及电缆地层测试等整个钻完井工作，并在沙河街组发现多套油气显示段。2021年12月31日渤海05/31
合同区CFD1-2-4井正式从渤海09/17合同区QK18-3-1井井位拖航开展相关钻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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