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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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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潜能恒信”或“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周锦明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的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海外全资公司智慧石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石油”）海上
区块整体勘探部署及联管会批准的 2022 年度工作计划，预计 2022 年度智慧石油渤
海 05/31、09/17 及南海涠洲 22/04、22/05 四个合同区实施探井至少 6 口，相关钻
井总包及配套服务费用预计 33,433.79 万元（不含试油费用），根据目前钻井总包
服务商中海油服与青岛锦龙执行的平台租赁及服务费率，综合考虑作业周期及预算
费用控制，若上述 6 口井最终均由中海油服总包且选用青岛锦龙提供的平台进行钻
探作业，由此间接发生的青岛锦龙提供钻井平台配套服务费用预计总计不超过
10,000 万元。智慧石油与青岛锦龙 2021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间接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1,388.27 万元。
根据关联方苏尼特右旗维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光科技”）勘探开发部
署计划，预计公司与维光科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400 万元，公司
与维光科技 2021 年度未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二）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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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 05/31 合同区已发生的实际交易金额 2,697.89 万元（含试油费用），其余
井的试油为不确定事项，暂未预计。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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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恒信能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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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公告（2021
年 2 月 9 日，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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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能恒信能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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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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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1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系维光科技 2021 年度主要工作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矿业权管理司申请采矿证，目前正在
审批当中，暂缓赛汉乌力吉区块 2021 年勘探开发总包服务，同
时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交易进行适当调整。上述差异均
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经审核，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及业绩未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青岛锦龙基本情况
（1）名 称：青岛锦龙智能钻井有限公司
住 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太白山路172号中德生态园双创
中心3152室
法定代表人：周子龙
注册资本：7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海洋工程装备研发；海洋工程关键配套系统开发；海洋
工程设计和模块设计制造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许可项目：海洋石油开采；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
国内船舶管理业务。
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周锦明先生一致行动人周子龙先生持有99%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周子龙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周锦明先生之子，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份。
2021年9月27日公司控股股东周锦明先生承诺：将自筹资金通过青岛锦龙智能钻
井有限公司锁定国裕平台租约并负责平台维护与保养，确保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服”或 “COSL”）可继续使用国裕平台完成钻井总包服务，
同时考虑到智慧石油渤海地区及南海北部湾涠洲10-3西油田暨22/04区域合同区钻
井业量，周锦明先生将自筹资金全资购买一座与国裕平台同等规格的自升式钻井平
台为智慧石油提供钻井作业服务保障。预计上述长租、购买平台及维护费用将超过
2.5亿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9月27日《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拟变更签署渤海09/17合同区年度钻井总包服务合同的公告》）。经联管会批准，
2021年中海油服使用国裕平台完成了渤海09/17合同区QK18-3-1井井钻探服务，2022
年继续使用国裕平台完成渤海05/31合同区CFD1-2-4井的钻探作业，目前正在进行渤
海09/17合同区QK17-1-3d井钻探作业准备工作。
（3）截至2021年12月31日，青岛锦龙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696.80万元，总
资产为19,054.78万元，净资产为6,502.48万元，净利润为-358.48万元。
（4）经查询，青岛锦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青岛锦龙已锁定国裕平台至少一
年租约，青岛锦龙关联公司天津锦龙智慧钻井有限公司已实现购买“KS JAVA STAR2”
号钻井平台（以下简称“KS平台”），目前KS平台由青岛锦龙负责运营。青岛锦龙
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2、维光科技基本情况
（1）名 称：苏尼特右旗维光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镇杭盖路阿其图街
法定代表人：周子龙
注册资本：6,5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能源 项
目、基础项目的投资及投资咨询管理（除证券、期货）；矿产品的销售。（法 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2014年8月27日,公司控股股东周锦明先生控股的投资公司北京锦龙智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与自然人程涛、王玉凤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合计持有的北
京玉城慧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玉城慧丰”100%股权，维光科技为玉城慧丰全资子
公司。
（3）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维光科技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0万元，总资产为
17,468.35万元，净资产为-798.46万元，净利润为-29.88万元。
（4）经查询，维光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在日常
交易中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海上钻井平台及服务按
照此前招标确定的价格为依据，由中海油服与青岛锦龙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价
格，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付款及结算均按照行业惯例约定进行，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经各区块联管会批准，智慧石油将与中海油服直接签署相关钻井总包服务合同，
中海油服与青岛锦龙另行签订相关合同约定提供平台及相关配套服务事宜，青岛锦
龙未直接与公司签署协议。
在前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公司将根据维光科技生产经营的实际需
求签订相关协议，并依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随着国际油价逐步回暖，国内继续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全力推动油气
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国内海洋油气的投资和工作量预计将会有较大幅度的
增长，优质海洋钻井平台资源相对紧张。锁定低成本高质量的海洋钻井平台是智慧
石油高效完成目前四个海上区块勘探开发钻井作业关键因素，考虑到海洋钻井平台
运营维护成本高、风险大，为减轻上市公司负担，加快智慧石油海上区块勘探开发
进程，支持公司发展，经与北方钻井协商，公司控股股东周锦明先生自筹资金通过

青岛锦龙锁定国裕平台租约并负责平台维护与保养，确保COSL可继续使用国裕平台
完成钻井服务，同时考虑到智慧石油渤海地区及南海北部湾涠洲10-3西油田暨22/04
区域合同区钻井作业量，周锦明先生自筹资金全资购买KS平台为智慧石油提供钻井
作业服务保障。选用关联公司的平台与中海油服合作进行海上钻探作业，有利于钻
井作业时间安排，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上市公司勘探成本及风险。
（2）控股股东周锦明先生在收购玉城慧丰100%股权时已承诺：本人及本人控股
的投资公司在取得玉城慧丰股权后，有关勘查开采合作区的勘探开发技术服务将优
先考虑潜能恒信及其子公司。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本次交易符合控股股东承诺内容，
属于双方持续发生的业务往来，利用公司技术优势可以为勘查开采合作区的勘探开
发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为公司增加收入。技术服务的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并参考以前年度技术服务费标准确定，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必要的程序审批。
2.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和结算方式，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
合理的定价原则。
3.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控股股东锁定低成本高质量的海洋钻井平台公司支持公司加快海上区块勘探开
发进程，公司与维光科技的日常交易持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1、事先认可意见
我们事先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议案资料，认为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相关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经营规划的需要而作出的合
理预测，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体现了公平原则，不会损害公司非关联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2022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

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
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其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22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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