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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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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30日，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

曼石油”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

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908号）（以下简称 “《问询

函》” ），现将《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保留审计意见

1.关于保留审计意见。 年报显示，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被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主要为无法对公司位于伊拉克、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

坦等国家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实施现场监盘和检查。 公司前期申请延期披露年

度报告，由4月29日延期至6月30日披露。 请公司及会计师补充说明：（1）自披露延

期申请至披露年报期间，开展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为有效推进年度报告

披露所开展的具体工作；（2）针对境外资产等事项，在2019年年报审计中实施的主

要审计程序，取得的主要审计证据；（3）结合相关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整体的具体

影响金额、会计师对广泛性的认定标准，明确区分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和保留意见的

量化标准。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自披露延期申请至披露年报期间，开展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为

有效推进年度报告披露所开展的具体工作

1、 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会计师” ）无法按期出具审计报告，中曼石油因此申请将其2019年年报公告日期

推迟到2020年6月30日。会计师未能按期出具审计报告的原因是因疫情影响境外重

要分支机构无法按期执行审计工作，无法按期完成如银行存款或应收款项的函证、

检查实物资产、检查文件单据原件等重要的审计程序。

自年报审计开始日至披露年报期间会计师实施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如下：

计划实施的主要审计程

序

主要审计证据

自年报审计开始日至

2020年4月30日

自2020年5月1日至披

露年报期间

（1）询问了解公司境外

货币资金管理、存货与

仓储、固定资产存放与

使用、销售与收款等相

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相关的企业内部控制

制度

已完成 /

（2）获取并检查境外公

司银行存款余额明细

表、银行对账单、银行存

款余额调节表、大额银

行存款收支的银行记录

及原始凭证

境外公司银行对账

单、银行存款余额明

细表、境外公司记账

的原始凭证

完成部分

完成剩余部分，主要是

受疫情严重影响地区

的境外公司

（3）实施银行函证程序 银行函证回函

已完成银行收件地址

核对、询证金额核对并

发出部分询证函

向疫情严重地区的银

行发函，至6月中旬陆

续收到银行询证函并

编制银行函证统计表

（4）获取并检查境外公

司存货明细表、报告期

内存货收发存记录台账

公司存货明细表、报

告期内存货收发存记

录台账

已完成 /

（5）对存货执行分析性

程序：计算存货周转率

并分析波动原因、同期

比较、分析余额构成及

合理性

已完成 /

（6）了解境外公司原材

料计价方法并进行计价

测试

存货收发存记录台账 已完成 /

（7）获取并复核（进一

步加大检查范围）境外

实物资产采购合同、采

购发票、入库单据

境外实物资产采购合

同、采购发票、入库单

据（进一步加大检查

范围）

/ 已完成

（8）对供应商实施函证

程序

供应商函证回函、回

函快递单

获取并复核境外公司

被函证供应商收件信

息、并发出部分询证函

向疫情严重地区的供

应商发函，至6月中旬

陆续收到采购询证函

并编制函证统计表和

调节表，对于未回函的

执行替代测试

（9）获取并检查境外公

司固定资产明细表、并

复核折旧金额及分摊金

额

境外公司固定资产明

细表、固定资产台账

已完成 /

（10）对固定资产执行

分析性程序：核对工程

工作量确认单或验收

单，核对钻机保险合同

或保单等，判断公司钻

机台数、钻机设备的运

转情况等

有关钻机保险合同或

保单等

已完成 /

（11）获取并检查境外

公司本期大额资产增

加、减少的原始凭证

采购合同、发票、运

单、报关单或箱单

已完成 /

（12）获取并复核（进

一步加大检查范围）境

外实物资产运单、报关

单或箱单

境外实物资产运单、

报关单或箱单（进一

步加大检查范围）

/ 已完成

（13）获取并复核境外

实物资产公司视频盘点

资料、视频盘点记录、盘

点表单

境外实物资产公司视

频盘点资料、观察视

频盘点记录、核对盘

点表单

/ 至6月上旬陆续完成

（14）获取并检查部分

境外公司工程相关的合

同、工作量确认单、甲方

签字或盖章的验收单

部分境外工程相关的

合同、工作量确认单、

甲方签字或盖章的验

收单

已完成 /

（15）获取并复核（进

一步加大检查范围）境

外工程相关的合同、工

作量确认单、甲方签字

或盖章的验收单

境外工程相关的合

同、工作量确认单、甲

方签字或盖章的验收

单（进一步加大检查

范围）

/ 已完成

（16）复核管理层对应

收账款进行信用减值损

失测试的相关考虑及客

观证据，关注管理层是

否已充分识别已发生减

值的项目

应收账款账龄表 已完成 /

（17）检查应收账款期

后回款情况

期后回款银行单据 / 已完成

（18）对客户实施函证

程序

销售函证回函

获取并复核境外公司

被函证客户收件信息、

并发出部分询证函

向疫情严重地区的客

户发函，至6月中旬陆

续收到销售询证函并

编制函证统计表和调

节表，对于未回函的执

行替代测试

（19）获取并复核境外

公司税金申报单、缴税

凭证

境外公司税金申报

单、税单

已完成 /

（2）针对境外资产等事项，在2019年年报审计中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取得的

主要审计证据

1、在2019年年报审计过程中，针对公司境外实物资产（存货），会计师实施的

主要审计程序包括：

①了解公司境外存货采购、入库、领用、移库、存放、保管、盘点等相关的内部控

制制度；

②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执行分析性程序：境外存货周转率分析、各月波动分析、

各队存货余额合理性分析等；

③获取存货收发存台账，复核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是否相符，复核存货收发

计价金额是否准确；

④获取并查验存货采购的原始单据（合同、发票、入库单）；

⑤对存货出入库执行截止测试；

⑥对存货供应商执行函证程序；

⑦了解企业盘点过程，复核企业对存货资产盘点的视频录像。

会计师获取的审计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存货收发存台账、存货采购合同、发票、入库

单，存货盘点表、盘点视频影像资料等。

2、在2019年年报审计过程中，针对公司境外实物资产（长期资产），会计师实

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

①了解公司境外实物资产存放、使用、保管、维修、改造、盘点等相关的内部控

制制度；

②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执行分析性程序： 通过核对工程工作量确认单或验收

单，核对钻机保险合同或保单等，判断公司钻机台数、钻机设备的运转情况等；

③获取固定资产台账，复核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是否相符，复核本期计提折

旧金额及折旧费用分摊是否准确；

④获取并查验固定资产增减变动的原始单据（合同、发票、运单、报关单或箱

单）；

⑤获取并检查车辆行驶证；

⑥对融资租赁的机器设备进行函证；

⑦了解企业盘点过程、复核企业对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盘点的视频录像。

会计师获取的审计证据包括但不限于： 固定资产明细表， 钻机保险合同或保

单，车辆行驶证，固定资产盘点表，盘点视频影像资料，运单、报关单或箱单等。

（3）结合相关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整体的具体影响金额、会计师对广泛性的

认定标准，明确区分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和保留意见的量化标准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中曼石油账面余额为31,984.79万元的存货、114,

989.37万元的固定资产和14,980.48万元的在建工程存放在或位于伊拉克、俄罗斯、

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会计师一直密切关注肺炎疫情发展情况和新闻报道， 并与公司及其海外项目

沟通境外疫情形势和防控措施，持续评估其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公司年度

报告披露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审计程序执行时间、范围的影响等。

伊拉克方面：2020年4月底5月初伊拉克疫情严重反弹， 新增病例逐日成倍增

加，6月至7月暴增7万多病例，死亡率居阿拉伯世界之首，伊拉克自2020年3月陆续

暂停国际及国内客运航班以来还未完全恢复。 俄罗斯方面：4月份俄罗斯单日新增

新冠病例上千例， 截止2020年5月31日俄罗斯累计新冠病例已超过40万例， 截止

2020年6月30日俄罗斯累计新冠病例已超过60万例，截止本回复披露前，俄罗斯累

计新冠病例约达90万例，同时还未全面放开外籍人员入境；哈萨克斯坦方面：2020

年3月，哈萨克斯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国际航班停运，自5月11日结束全国

紧急状态后， 新冠疫情出现严重反弹， 当前的累计确诊人数较5月11日增长了7倍

多，哈萨克斯坦将暂停进一步开放国际航班，暂停一切文体活动及家庭聚会。 上述

国家采取的抗疫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居家隔离、出行禁令、宵禁措施、暂停进一步开

放国际航班、禁止外国公民入境。

由于相关国家因新冠疫情实施管控措施以及部分地区实施宵禁措施， 会计师

无法对存放在或位于上述国家的上述资产实施现场监盘和检查， 也无法实施有效

的替代程序，因此，会计师无法就上述资产于2019年12月31日的存在和状况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由于相关国家因新冠疫情实施管控措施以及部分地区实施宵禁措施， 注册会

计师因审计范围受到限制而发表保留意见还是无法表示意见， 取决于无法获取审

计证据对形成审计意见的重要性。 注册会计师在判断重要性时，应当考虑有关事项

潜在影响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在财务报表中的重要程度。 当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

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

见。

广泛性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或者由于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

响。 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况包括：（1）不限

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2）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

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

成部分；（3）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

要。

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及油田区互联网络信号弱的双重影响， 会计师无法现场监

盘，也无法实施远程在线监盘，但会计师已对境外实物资产实施了上述所述的审计

程序，并获取了部分审计证据。 根据会计师所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

会计师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会计师相信境外实物资产存在重大错报。 且无法实

施境外实物资产监盘系由于境外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可抗力造成， 并非管理层对审

计范围施加了限制。

综上所述，会计师认为，由于境外实物资产余额较大，占总资产比重较大，对财

务报表存在重大影响（资产总额*1%或利润总额*5%），但根据前述已获取的审计

证据和检查结果判断，此事项不具有广泛性（由盈转亏）。 因此，对该事项出具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是恰当的。

二、关于公司生产经营及业绩情况

2.关于钻井工程业务。年报显示，钻井工程业务是公司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报

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1.35亿元，同比增长60.71%，近年来保持稳定增长，但毛利率

2017年—2019年分别为44.99%、23.49%、17.97%， 逐年下滑。 请公司补充说明：

（1）报告期内钻井工程各主要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客户名称、业务

区域及主要内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2）毛利率逐年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一致；（3）后续拟改善经营业绩情况的相关安排。 请会计师

发表意见。

答复：

（1）报告期内钻井工程各主要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客户名称、

业务区域及主要内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

报告期内钻井工程主要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业务区域 项目内容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项目一 中东 大包项目 31,015.78 24,475.03 21.09%

项目二 独联体 大包项目 23,896.12 22,908.89 4.13%

项目三 中东 大包、日费 21,743.31 17,338.90 20.26%

项目四 境内 钻井工程服务 19,962.05 13,283.79 33.45%

项目五 中东 大包项目 17,576.74 16,543.42 5.88%

合计 114,194.00 94,550.03 17.20%

注：由于分项目收入、成本构成、毛利率属于公司核心商业机密，因此上表中项

目名称以代号披露。 项目二、项目五毛利率偏低主要是因为上述两个项目的客户均

为2019年新增客户，项目所在地为新的油区，公司根据市场整体布局和客户多元化

的方向，采取了不同于其他项目的定价策略，随着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公司从

上述油区和客户获得更多的工作量。

（2）毛利率逐年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一致

公司与同行业公司钻井工程毛利率或油气工程类业务毛利率情况如下：

公司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备注

贝肯能源（002828） 21.70% 20.48% 27.78% 钻井工程

石化油服（600871） 9.2% 8.6% -7.2% 钻井工程

惠博普（002554） 27.11% 17.76% 32.16% 油气工程及服务

海隆控股（01623） 35.60% 36.73% 35.40% 油田服务

中海油服（601808） 11.70% -4.5% 5.5% 钻井工程

以上企业平均毛利率 21.06% 15.81% 18.73%

中曼石油（603619） 17.97% 23.49% 44.99% 钻井工程

中曼石油（603619）

〈剔除俄气项目后〉

17.97% 12.81% 0.11%

2013年开始， 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陆续签订了共计三期伊拉克巴德拉油

田钻井工程合同（以下简称“俄气项目” ）。 由于俄气项目属于复杂井、高难度井，

施工标准高，整个项目风险高，收益同样也高。 2018年之前，高毛利率的俄气项目收

入占公司总收入比重大，贡献了公司绝大部分的收入与盈利，2017年俄气项目收入

占公司总营业收入71.31%，2018年俄气项目结束， 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降至

22.45%，2017年公司钻井工程业务毛利率44.99%、2018年公司钻井工程业务毛利

率23.49%，均远高于同行业。从上表可见，如剔除俄气项目，公司的毛利率低于同行

业可比公司，但变化趋势与同行业基本一致，且公司剔除俄气项目以外的毛利率水

平逐年上升。 2018年，剔除俄气项目影响，公司毛利率与业务类型相近公司的平均

毛利率接近，2019年的毛利率水平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主要是由于俄气项目结束

后，为了抓住国际油价复苏的良好契机，解决公司客户结构不均衡的问题，公司积

极开拓新市场。 在新市场开发中，部份项目虽然存在较低毛利率的现象，但公司成

功获得了新市场、新客户，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后续拟改善经营业绩情况的相关安排

针对公司钻井工程毛利率低于同行业的情况， 公司拟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快

业务转型及提高项目毛利率，改善公司经营业绩。

1、加快温宿勘探开发进程，实现向油气公司转型。

随着温宿区块实现油气重大突破， 勘探开发板块今后是公司最为稳定和最有

潜力的效益增长点。 公司将密切跟踪温7区块储量批复工作，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及

时调整温宿项目三个构造带勘探评价部署，重点关注F1断裂带的同时，组织好F2断

裂带探井、评价井的实施，努力实现勘探新突破；扎实做好规划和生产计划制订，开

展好地质、钻井、采油等领域重要攻关工作，提升开发效率，循序渐进、滚动开发，全

面做好开发运营油气田的准备，加快向油气公司的转型。

2、深化公司井筒技术一体化战略，提升技术服务水平。

强化钻井工程服务龙头作用，带动测井、录井、固井、完井、泥浆等井筒技术全

方面发展，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全面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全面自主施工能力，加大

技术服务比重，完善、提升井筒技术一体化能力，从而提高项目整体利润率。

3、优化市场布局，调整市场结构，全面发力中高端市场。

海外，继续稳固伊拉克、俄罗斯等传统市场，尽快突破沙特、科威特等高端市

场，集优质资源向稳定、效益高的市场和项目倾斜；国内，在加大油气勘探开发的背

景下，调整市场布局，压缩低效市场，将优质资源向高端、规范、效益更好的市场转

移，立足并扩大现有玛湖、塔里木油田钻井工程市场。

4、强化项目管理运行体系，进一步提高项目成本控制水平。

进一步强化项目管理为核心管理理念，进一步建立、健全权责明确、管理规范、

运作高效、奖罚分明的项目管理运行体系，将每个钻井工程项目从投标、启动、实

施、收尾的全过程纳入项目管理中，强化成本和效益的责任和考核，针对不同项目，

设立有针对性的考核指标，坚持月度考核和兑现，提升项目成本控制能力；对生产

时效定期分析，提高项目运作管理水平；完善各类数据系统，实现根据数据对项目

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抓好生产时效管理，施工过程技术保障、协调组织得当

有力，进而从不同方向提升项目管理水平，提高项目整体盈利水平和毛利率。

（4）会计师意见

1、会计师核查过程

针对该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询问及了解公司钻井工程各主要项目的基本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客户

名称、业务区域、工程内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

②获取并检查了钻井工程收入相关的施工合同、工作量确认单、甲方签字或盖

章的验收单等；

③获取并检查了钻井工程成本相关采购、服务合同、领料单、人员薪酬计提表、

折旧摊销计提表等；

④对报告期内的钻井工程收入和原材料、服务采购金额执行函证程序；

⑤查阅同行业毛利率情况，并与公司毛利率进行比较分析；

⑥询问及了解公司改善经营业绩情况的相关安排。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查验，我们认为，基于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执行的审计工作，公司上述

关于钻井工程业务生产经营及业绩情况的说明与我们在审计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

表时取得的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

3.关于装备制造业务。年报显示，公司近年来装备板块营业收入增速较快，2017

年—2019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0.13亿元、0.54亿元、3.19亿元， 同期毛利率分别为

33.19%、21.01%、37.03%，波动较大。 请公司补充说明：（1）结合公司装备板块主要

产品及行业情况、业务模式、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况等，说明近年来营业收入增速

较快的原因；（2）从收入端与成本端分析毛利率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

师发表意见。

答复：

（1）结合公司装备板块主要产品及行业情况、业务模式、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

况等，说明近年来营业收入增速较快的原因

公司近三年装备板块的销售业务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模式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设备销售类 27,940.49 533.49% 4,410.60 237.73% 1,305.97

设备租赁类 3,921.64 278.34% 1,036.55

合计 31,862.13 484.93% 5,447.16 317.10% 1,305.97

公司近三年装备板块的销售业务增速较快主要源于设备销售类业务快速增

长。 公司近三年装备板块设备销售的主要产品明细及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产品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成套钻机系列 18,107.56 513.50

自动化和大型钻采设备 7,545.18 2,327.21 25.41

钻机部件系列 2,287.75 1,569.89 1,280.56

合计 27,940.49 4,410.60 1,305.97

2019年销售了3台整套钻机以及向乌克兰出口5台修井机， 实现营业收入1.81

亿元，占装备板块营业收入的56.83%。

近年来装备板块营业收入增速较快的原因：

公司在上海、 成都建有两大装备制造基地， 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 生产

3000-9000米系列成套车载钻机、机械钻机、电动钻机；顶驱、泥浆泵、自动化管柱

系统、钻机电气系统等自动化和大型钻采设备以及天车、游车、绞车、井架、底座、钻

机平移设备、固控设备等钻机部件。 海外，在俄罗斯，迪拜、尼日利亚、阿塞拜疆、阿

曼设有常驻人员的销售和售后服务机构，产品销售至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联

酋、俄罗斯、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地；国内，在成都、西安、库尔勒、天津、北京等

地设有销售和售后服务机构，产品销售对象主要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安东石

油和其他民营钻井公司。

2019年，油服板块需求恢复，油服设备类需求也有较大增长，公司抓住有利时

机，在产品结构、市场结构等进行了针对性的部署和调整，加大销售力度。 一是，增

设了阿塞拜疆、尼日利亚两个营销网点；二是，举办库尔勒、克拉玛依、成都产品推

介会，充分利用北京、莫斯科、阿布扎比石油展，向客户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提升了

业界对中曼装备产品的认可度；三是，在营销过程中，销售、租赁的灵活并用，满足

了客户需求；四是，重点聚焦在俄罗斯、乌克兰低温钻机、修井机等中高端市场，提

高顶驱、泥浆泵等高附加值的产业化和销售力度，不断提升高毛利的设备租赁的业

务比重，2019年全年共新签订单4.02亿元，同比2018年增长673.08%。产品销售量和

产品盈利能力上都较2018年产生了质的变化和提升。

（2）从收入端与成本端分析毛利率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近三年装备板块的毛利率及增幅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增幅 金额 增幅 金额

营业收入 31,862.13 484.93% 5,447.16 317.10% 1,305.97

营业成本 20,064.25 384.70% 4,139.52 374.43% 872.52

毛利率 37.03% 54.23% 24.01% -27.66% 33.19%

原油价格从2015年起开始周期性下行，均价创十年新低，年内油价两次探底，

至2016年1月，原油价格下降至30美元/桶。 这种情况持续到2017年，石油减产导致

行业对石油钻采设备的需求大幅减少。 在行业大势的情况下，中曼装备制造业务的

销售业绩下探至谷底，大型设备和成套钻机销售同样没有形成销售，仅靠一些低价

值的钻机零配件和钻机API4G认证服务创造营收。 2017年， 虽然营收只有0.13亿

元，但是因为钻机属于高度定制的非标产品，零配件具有不可替换性，所以利润率

较高，通常都在30%-35%左右，API4G认证是一种技术服务，同样具有较高的利润

率。

2018年，石油行业开始走出低谷，原油产能逐渐恢复。 国外市场，中东和俄罗斯

需求提升，公司接到的市场询单显著增多。 根据市场的变化，装备制造业务开始加

强中东地区的市场销售力量，并在俄罗斯建设销售网点。 至2018年下半年国内市场

受政策影响开始发力，中石油，中石化大力开展新疆深井原油的开采。 在四川开展

页岩油气的开采。 这两种开采方式需要先进的设备，尤其是顶驱设备。 中曼装备制

造开始同时推进顶驱的销售和租赁。 在2018下半年，顶驱的租赁取得明显进展。 相

应的2018年全年的营业收入较2017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客户与业务的多元化程

度上升，公司在市场开拓的过程中，采取了一定的价格策略，再加上固定成本的影

响，所以毛利率有所下滑。

2019年，公司成功入围中海油有限公司、中海油服、中海油海能发、中石化物资

装备部、埃及ADES公司、德国kca公司、阿联酋viking公司、阿曼JSRS、沙特阿美的

合格供应商，当年装备对外销售额3.19亿元，共交付8部大型钻机，分别是70加强型

钻机、CCK40低温钻机，双良50TD钻机、5部乌克兰650车载钻机，对外租赁了共11

部顶驱和3部70钻机。 由于市场需求旺盛，产品定制化程度高，价格也得到一定提

升，叠加美元汇率上升的影响等，毛利率较去年大幅增加。

（3）会计师意见

1、会计师核查过程

针对该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询问和了解公司装备板块主要产品及行业情况、业务模式、报告期内业务开

展情况；

②询问和了解公司装备板块主要产品、销售金额、近年来装备板块营业收入增

速较快的原因；

③获取并检查了装备销售合同、租赁合同、产品出库单、货物签收单或验收单、

租赁结算单、报关单、提单等；

④对报告期内的装备销售金额执行函证程序；

⑤询问和了解装备板块的毛利率及增幅情况；

⑥从收入端和成本端分析影响装备板块毛利率的因素。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基于我们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执行的审计工作，公司

上述关于装备制造业务生产经营及业绩情况的说明与我们在审计公司2019年度财

务报表时取得的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

三、关于财务会计信息

4.关于境外资产。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共有账面余额为3.2亿元的存货、11.5

亿元的固定资产和1.5亿元的在建工程存放在或位于伊拉克、俄罗斯、巴基斯坦、哈

萨克斯坦等国家，上述资产合计占公司总资产比重约30%。 请公司补充说明：（1）

上述境外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的分布区域和配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总额、资

产的原值和净值、设计产能、实际产能、用途、报告期内增减情况等；（2）相关存货

的具体构成及分布情况，结合产品成本和可变现净值情况，说明本期未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的合理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上述境外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的分布区域和配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投

资总额、资产的原值和净值、设计产能、实际产能、用途、报告期内增减情况等

境外主要固定资产分布区域及配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地点 设备名称 原值 净值

启用日

期

用途

设计产能

（月）

实际产

能（月）

伊拉克

钻机设备12台

（16、18、19、

21-29）

91,

893.24

58,631.74

2019年

之前启

用

钻井工程

服务自用

120 82.53

伊拉克

钻机设备1台

（35）

6,223.84 6,157.77

2019年

新增

钻井工程

服务自用

10 2.10

俄罗斯 钻机1台（41） 3,014.29 2,918.43

2019年

新增

钻井工程

服务自用

9 7.10

俄罗斯

钻机设备2台

（31、32）

14,

229.81

12,125.11

2019年

之前启

用

钻井工程

服务自用

18 11.81

巴基斯坦

钻机设备2台

（30、33）

17,

152.81

15,945.62

2019年

之前启

用

钻井工程

服务自用

22 18.67

巴基斯坦 修井机1台 1,502.19 1,479.05

2019年

新增

钻井工程

服务自用

10 2.99

伊拉克

固井、测井、完

井设备

3,099.57 2,026.09

2019年

之前启

用

钻井工程

服务自用

伊拉克

固井、测井、完

井设备

5,200.88 4,876.95

2019年

新增

钻井工程

服务自用

巴基斯坦 其他通用设备 22.61 18.89

俄罗斯 其他通用设备 1,756.23 1,317.00

伊拉克 其他通用设备

11,

697.35

9,492.71

合计

155,

792.83

114,

989.37

189 12

公司境外固定资产主要分布在伊拉克、俄罗斯及巴基斯坦，其中位于伊拉克的

固定资产净额为81,185.26万元，占上述境外资产的70.60%，位于巴基斯坦的固定

资产净额为17,443.56万元，占上述境外资产的15.17%，位于俄罗斯的固定资产净

额为16,360.55万元，占上述境外资产的14.23%。 本期各井队均正常作业。

设计产能是每台可用钻机当期的可工作月数加总数（不包括搬迁安装时间），

钻井服务施工中，需要将钻机在不同井位移动，或拆卸搬迁至新项目，故根据当期

的钻井项目计划，公司预估每台钻机的每年施工月数为9-11个月。

实际产能是每台钻机当期的实际工作月数加总数，实际产能受施工现场地质、

气候及每口井的实际施工时间等因素影响。 一台钻机完成钻井作业后，还需要等待

录井、测井、固井、完井等技术服务完成后才能将钻机搬移至下一个井位，在上述技

术服务期间，钻机暂时停工，不计入当期的实际工作月数；除此之外，如果当年搬家

频率高，也会导致钻机实际工作月数降低。 公司在预估设计产能时，无法准确估计

并扣除辅助井队的技术服务施工时间，导致实际产能低于设计产能。

境外主要在建工程分布区域及配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地点 井队

期初

金额

本期增加

转固定

资产

转长期待

摊费用

期末金额 用途

伊拉克

钻机设备6台

（20-22、27、

29、35）

157.75 18,202.3

7,

066.06

1,222.74 10,071.25

钻井工程服

务自用

俄罗斯

钻机设备2台

（5、31）

80.69 27.54 7.45 45.70

钻井工程服

务自用

哈萨克

斯坦

钻机设备1台

（38）

4,863.52 4,863.52

钻井工程服

务自用

巴基斯

坦

钻机设备1台

1,

006.2

3

406.27 941.27 471.23

钻井工程服

务自用

合计

1,

163.98

23,

552.78

8,

034.87

1,701.42 14,980.48

本期在建工程中新增RIG-35、RIG-38为2019年新建立队伍，RIG-20是前期

的老钻井队伍，本期由乌克兰地区运至伊拉克，准备承担伊拉克地区2020年的作业

工作。 钻机施工前需要进行钻机的组装及搭建，故在“在建工程” 归集相关设备成

本，待达到可使用状态时结转至“固定资产” 。

（2）相关存货的具体构成及分布情况，结合产品成本和可变现净值情况，说明

本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合理性

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年报中披露的境外存货主要系原材料，用于境外钻井

工程项目,具体构成及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地点 原材料余额

伊拉克 29,700.45

俄罗斯 1,661.62

巴基斯坦 622.72

合计 31,984.79

针对类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

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

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

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

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但对于数量繁多、 单价较低的存

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首先，公司对期末境外存货减值迹象的判断。

①该存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升的希望；

公司境外工程原材料主要系钻头、套管、水泥、泥浆材料、润滑油、柴油、柴配、

泵配、五金材料、工具、劳保等，当期原材料的市场采购价格无明显下跌。

②企业使用该项原材料生产的产品的成本大于产品的销售价格；

公司将该项原材料用于境外钻井工程项目，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公司在伊

拉克、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或地区的境外工程综合毛利率均为正，即工程服务

销售价格大于工程服务成本（含原材料消耗）。

③企业因产品更新换代，原有库存原材料已不适应新产品的需要，而该原材料

的市场价格又低于其账面成本；

公司境外存货主要用于境外钻井工程服务项目，并不存在更新换代的情形。

④因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过时或消费者偏好改变而使市场的需求发生变

化，导致市场价格逐渐下跌；

2019年装备板块随着石油价格复苏，油服板块需求恢复，油服设备类需求也有

较大增长，公司所提供的钻井工程服务并未过时，市场需求也未发生变化，市场价

格也未呈现逐渐下跌趋势。

⑤其他足以证明该项存货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公司境外工程原材料主要系钻头、套管、水泥、泥浆材料、润滑油、柴油、柴配、

泵配、五金材料、工具、劳保等，基本属于通用件，不存在霉烂变质、过期且无转让价

值、生产中不再需要且无使用价值的情形。

通过上述分析，期末境外存货无明显减值迹象。

其次，公司对期末境外存货减值进行了推算。

境外存货主要系原材料，用于境外钻井工程服务项目，公司以钻井工程服务合

同价格为基础计算，根据2019年度材料耗用金额占收入的比重，推算在钻井工程服

务合同价格下，所需耗用的原材料金额，以此金额作为企业未来需耗用原材料的最

佳估计数，由于公司原材料基本属于通用件，如果期末存货账面价值低于此最佳估

计数，说明在钻井工程服务合同价格下，期末存货随着消耗结转成本，可以被未来

的工程服务收入所弥补，即不存在存货减值。

上述境外主要存货原材料跌价测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存货账面价值

期末存货预计会产

生的收入①

2019年材料耗用

占收入比重②

最佳估计数③

③=①*②

伊拉克地区 29,700.45 167,000.00 22.21% 37,090.70

俄罗斯地区 1,661.62 53,000.00 15.44% 8,183.20

巴基斯坦地区 622.72 12,000.00 5.41% 649.20

注：钻井工程服务合同价格所产生的收入以已签订尚未开始执行、已开始部分

执行、已中标尚未正式签署的工程服务项目为测算依据。

境外存货中还有部分少量在产品，均在伊拉克地区，公司以钻井工程服务合同

价格为基础计算， 以所完成钻井工程各阶段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

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由于在产品

可变现净值大于期末在产品账面价值，即不存在存货减值。

其跌价测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存货 （在产品）

账面价值

预计钻井工程服务合

同价格所产生的收入

①

完工时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等②

可变现净值③

③=①-②

伊拉克地区 825.43 1,813.81 464.18 1,349.63

注： 钻井工程服务合同价格所产生的收入以已签订已开始执行的工程服务项

目所述阶段为测算依据。 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系该完成该阶段所预估的成

本，而非整个钻井成本。

综上所述，公司境外钻井项目存货按照可变现净值法计提跌价准备，可变现净

值按照钻井服务价格减去估计的其他相关费用后的金额确定。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对期末境外存货减值迹象进行判断，并补充进行减值测试推算。 根据

减值迹象判断并结合减值测试推算的结果，公司境外钻井项目存货无减值迹象，不

计提存货减值准备。

（3）会计师意见

1、会计师核查过程

针对该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核查过程：

a了解公司境外实物资产存放、使用、保管、维修、改造、盘点等相关的内部控制

制度；

b获取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台账，复核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是否相符，复核本

期计提折旧金额及折旧费用分摊是否准确；

c获取并查验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增减变动的原始单据（合同、发票、运单、报关

单或箱单）；

d了解及询问公司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相关政策， 并结合固定资产审计，

检查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的时点、金额是否正确；

e对融资租赁的机器设备进行函证；

f了解企业盘点过程，复核企业对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盘点的视频录像。

②存货核查过程：

a了解公司境外存货采购、入库、领用、移库、存放、保管、盘点等相关的内部控

制制度；

b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执行分析性程序：境外存货周转率分析、各月波动分析、

各队存货余额合理性分析等；

c获取存货收发存台账，复核总账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是否相符，复核存货收发

计价金额是否准确；

d获取并查验存货采购的原始单据（合同、发票、入库单）；

e对存货供应商执行函证程序；

f了解企业盘点过程，复核企业对存货资产盘点的视频录像；

g询问及了解公司期末对存货减值的考虑，对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内部控

制的设计与运行进行了评估；

h评价管理层所采用的估值方法，并将估值中采用的关键估计和假设，与公司

历史经验数据进行比较。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基于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执行的审计工作，公司披露

的境外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的分布区域和配置情况、存货的具体构成及分布情况；

公司境外原材料不存在减值迹象， 报告期末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说明与我们在

审计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时取得的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不存在重大不一

致。 ”

5. 关于债务水平。 年报显示， 公司报告期内财务费用0.69亿元， 同比增长

104.99%，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56.41%，增速较快，其中，短期借款9.33亿

元，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79亿元。请公司：（1）结合报告期内业务开展等，说明

资产负债率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负债水平相一致；

（2）结合2019年底非受限货币资金仅约1.4亿元的情况，说明后续是否存在偿债压

力及相关偿债安排、资金来源。

答复：

（1）结合报告期内业务开展等，说明资产负债率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负债水平相一致

2019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4.63亿元，比2018年增长了76.18%。 其中，钻井工程

服务启动16个新项目、25支井队, 实现销售收入21.35亿元， 比2018年增长了

60.71%；2019年，钻机及配件销售和租赁实现销售收入3.19亿元，比2018年增长了

484.93%。 2019年业务大幅度增长，资金需求增加，借款共计增加了3.556亿元，增幅

39.86%，低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 其中，短期借款期末余额9.33亿元，比2018年增加

了1.756亿元，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78亿元，比2018年增加0.8亿元，长期借款期

末余额1.36亿元，比2018年增加了近1亿元。 负债增加，致使2019年末资产负债率比

2018年增加了11.37个百分点，达到56.41%。

公司 资产负债率

贝肯能源（002828） 59.53%

石化油服（600871） 89.10%

惠博普（002554） 55.78%

海隆控股（01623） 56.60%

中海油服（601808） 51.50%

平均 62.50%

中曼石油（603619） 56.41%

公司负债率水平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负债率平均水平， 与大多数同行业可比

公司负债水平相一致。

（2）结合2019年底非受限货币资金仅约1.4亿元的情况，说明后续是否存在偿

债压力及相关偿债安排、资金来源。

截止二季度末，到期借款已经全部归还，银行续贷5.3亿元。 2020年公司偿债压

力在可控和可承受范围内。 一方面，公司开源节流，加大收款力度，增加公司现金

流，提高债务偿还覆盖率。 2020年一季度，降本增效成效显著，收款力度加大，销售

净现金与营业收入比为1.47，达历史新高。 2020年一季度现金净增加约1.5亿元，比

2019年同期增加了1.56亿元。另一方面，银行授信按计划开展，做好续贷工作。授信

银行与公司合作多年，了解、认同公司，与公司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银行在授信和

放款前对公司整体情况和风险做了充分评估，短期贷款到期后基本能续贷，截止二

季度末，到期短期借共计5.3亿元均正常归还和续贷。 另外，目前尚有一定额度未使

用的银行授信，以备不时之需。

6. 关于分季度财务数据。 年报显示， 公司1-4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4.12亿元、

5.38亿元、6.65亿元、8.48亿元， 但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分别为0.23亿元、-0.01亿元、

0.08亿元、-0.29亿元，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0.25亿元、-0.17

亿元、0.39亿元、2.51亿元，波动较大。 请公司补充说明：（1）在营业收入基本稳定的

情况下，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所属行业

特点、业务模式、主要采购及销售政策等情况，分析说明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性

现金流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在营业收入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增加的

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公司分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波动的主要因素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35,208.90 46,196.77 58,676.23 72,731.95

收到的税费返还 709.13 991.07 1,195.43 3,261.46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20,848.92 31,895.06 35,869.19 25,691.93

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增加原因和合理性分述如下：

2019年，陆续启动16个新项目钻井工程项目，海外项目款帐期一般为30-120

天，由于很多项目是年中或下半年启动，回款期集中在第四季度，如2019年下半年

启动的俄罗斯诺瓦泰克项目、俄油普尔项目和诺德项目，这些项目在三季度确认工

程服务收入，根据合同约定的账期，回款在四季度，四季度回款将近1.26亿元；再如

埃及客户CANAL� SUGAR及钻井国内客户中石油等也均在四季度集中结算，回款

约1.17亿元。国内钻井项目，按中石油的结算习惯，项目结算和回款均大量集中在第

四季度。 故四季度现金流入为全年最高峰，约7.3亿元。

公司四季度因出口增值税退税产生的税费返还增加0.21亿元。

同时，由于公司在第四季度没有新项目启动，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的现金流出

环比有所下降。

综上，2019年第四季度收入回款集中，第四季度收到出口增值税退税、再加上

第四季度支付供应商款项减少等因素影响， 公司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

增加，具有合理性。

（2）结合所属行业特点、业务模式、主要采购及销售政策等情况，分析说明营

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公司分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1,178.35 53,750.67 66,542.07 84,81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681.19 47.09 1,138.90 -2,144.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51.35 -1,728.91 3,876.50 25,062.57

2019年，公司钻井工程项目逐步启动，装备板块外部订单大幅增加，年内交付

产品陆续递增，公司1-4季度营业收入呈现逐步递增的变动趋势。

2019年伊拉克市场全年先后启动6个新项目，俄罗斯市场陆续开展俄油、诺瓦

泰克和诺德3个项目，埃及水井项目新启动了2个项目。 由于钻井工程服务营业收入

的确认与销售回款时点存在不一致性，境外项目的回款周期一般在30-120天，项目

前期投产需要支付大批物资采购、钻机配套、设备发运和清关等款项，海外项目前

期启动成本较高，现金支出多。 钻井工程项目的陆续启动，致使报告期内各季营业

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量，存在波动性且变动趋势不一致。

第一季度，经营现金收支均衡，净利润全年最高，其额度与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一致，主要原因是：一是，第一季度钻井工程收入源于2019年前开工的大包项

目，这些项目生产运行稳定，收支均衡；二是，第一季度，公司新项目最少，新项目也

没有投产，项目前期启动成本、期间费用和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为全年最低点。

第二季度，营业收入环比增加，净利润环比大幅度减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负数，主要原因是：第二季度正处于新老工程项目转换的窗口期，启动

新工程项目多，一方面，项目前期发生的人员费用和培训、生活、安保等日常费用额

度大；另一方面，项目启动，大批物资采购、钻机配套、设备发运和清关启动前期成

本较大，导致第二季度净利润较低，现金流出大，经营现金净额为负数。

第三季度，随着投产项目逐步平稳运行，工程收入和销售回款同步增加，净利

润提高，经营活动流量净额同时转正。

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度增加，而净利润环比下降，出现亏损，主要原因是：

本期由于管理费用中增加了非钻井勘探支出0.31亿元，财务费用大幅增加。 第四季

度营业收入与经营性现金流变动不一致的原因系：详见本问题（1）的回复。

（3）会计师意见

1、会计师核查过程

针对该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获取了公司各季度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②询问及了解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增加的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分季度波动的原因；

③获取销售合同，检查销售合同中记载的结算账期情况；

④获取公司银行对账单， 对大额收支进行凭证测试， 并与银行对账单进行核

对；

⑤获取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出口退税申报资料及退税单；

⑥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等按月、按季度进行波动分析；

⑦询问及了解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季度波动的原因。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已充分披露了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增加

的原因，在营业收入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四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大幅增加的原

因具有合理性；公司已充分披露了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变动趋势不一

致的原因，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7. 关于研发投入。 年报显示， 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1.2亿元， 同比增长

118.62%，其中资本化比重15.66%，去年同期为0。 请公司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

研发投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 具体的研发内容， 是否有相应的研发成

果；（3）结合相关研发项目的研究内容、进展及成果、公司资本化政策，说明资本化

比重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 公司实施的研发项目有40DB低温钻井装备机器人的联合攻关、高

性能定向井钻井液研究与应用、极寒地区水平井钻井关键技术研究、油基泥浆体系

的研究、智能化井下工具研究与应用和DM4.5型自动猫道等8个项目。 这些科研项

目预期投入研发资金共计21,654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已投入研发资金17,

864万元，本期发生研发费用10,098万元，资本化投入1,875万元。

本期研发项目共8项，其中延续前期继续执行的项目有6项，主要是对俄罗斯和

陕北地区的特殊地质及气候进行的针对性研究，如“40DB低温钻井装备机器人的

联合攻关” ,针对伊拉克市场钻井提速研究，如“智能化井下工具研究与应用” 和

“DM4.5型自动猫道” 。 俄罗斯市场是公司2017年新开拓的业务，公司在长期低温

情况下施工的经验及技术相对薄弱，故公司于2018年启动多项研发项目，研发低温

智能钻机和低温钻井技术，用于提升钻井工程服务水平，增加公司在俄罗斯的市场

竞争力。 这些项目于2019年进入研发中期及后期，导致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由于石油钻井服务市场容量有限，为了公司更稳健地成长并更好地服务客户，

公司下设研发中心每年会根据近期或预期公司主要客户需求和油服市场的预期发

展，启动针对钻井技术或钻井辅助工具的1-2项科研项目，如上期启动的“高性能

定向井钻井液研究与应用” 和“智能化井下工具研究与应用” 以及本期新启动的研

发项目 “DM4.5型自动猫道” ，这些科研项目的实施，将提高钻井速度和效率，增

加钻井施工的安全性，提升钻井项目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大幅度增加研发投入是公司产

品和服务水平保持领先水平的前提， 也是保持公司发展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根本

保证，公司大幅度研发投入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2）具体的研发内容，是否有相应的研发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具体研发内容及研发成果如下：

研发项目 项目说明 研发成果

高性能定向

井钻井液研

究与应用

主要研究一种优良的钻

井液体系， 适用于水敏

性地层、深井、复杂井,�

并能防止井壁失稳。

已成功在伊拉克，俄罗斯等市场应用，达到了预期目的，

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了经济效益。 该项目研究已申请专

利，专利名称：一种钻井液用纳米封堵剂；专利申请号：

201910884898.6

40DB 低 温

钻井装备机

器人的联合

攻关

主要研究一种适用于

-45℃低温环境下的智

能钻机， 将应用于俄罗

斯市场开发。

该项目正在研究之中，预计2020年完成。 目前已申请相

关专利23件，其中发明专利5件，实用新型专利12件，外

观设计专利1件，软件著作权5件。 如：

1.专利名称：一种具有安全自检功能的保温泥浆循环罐

系统，专利申请号：2019222383042；

2.专利名称：一种快速拆装的低温保温棚；专利申请号

202020201174.5；

3. 专 利 名 称 ： 耐 低 温 双 动 力 绞 车 ， 专 利 号 ：

ZL201821415824.5；

4. 专利名称： 耐低温转盘传动装置 ， 专 利号：

ZL201821416943.2。

智能化井下

工具研究与

应用

一种新型的、 性能可靠

的全金属井下动力钻

具，具备正容积特性，耐

高温、耐腐蚀、工作寿命

长，扭矩大、转速高且工

作效率高， 弥补了这一

行业空白。

该研发成果已在伊拉克等市场应用， 并有效的提高了

钻井速度，使用寿命项目相对同类产品更长。 节约了工

作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该研发成果已申请专利1项。

专利名称： 一种水平井用飞 轮装置 ， 专利号：

ZL201920408220。

极寒地区水

平井钻井关

键技术研究

该项目主要是为了研究

形成俄罗斯低温环境下

的水平井钻井配套技

术，包括定向钻井、钻井

液、固井和完井技术等，

减少复杂事故发生，降

低钻井成本，提高效率。

该项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初步形成一套适合俄罗

斯地区的水平井钻井配套技术， 在已完钻的15口井中

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效果， 钻井周期相对合同提前了20

余天，各项指标达到优等。 降低了钻井成本，增加了公

司效益。

DM4.5型自

动猫道

利用索具直接把钻杆沿

着猫道和坡道提升至钻

台面的状态， 这种方式

劳动强度大、 工作危险

系数高， 为了改变技术

落后的现状， 开展了石

油钻机自动化猫道设

计， 自动猫道的研发将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降

低劳动强度， 降低工人

操作危险。

动力猫道是自动化钻机的一部分， 降低了工人的劳动

强度和工作危险程度， 公司已经完成了自动猫道样品

的试制，并已经通过可靠性试验。 该产品目前已经可以

量产，相关产品已应用于公司自制成套钻机上，同时也

对外实现了销售。

延北地区水

平井水平段

随钻堵漏技

术

延北地区水平井目的层

是山西组2段，在水平段

钻井过程中频繁出现不

同程度的漏失， 严重影

响了生产进度、 增加了

泥浆成本。

该项研究技术在固平41-73井和环平477-63井等井成

功应用，漏失量从原来20—30m3/h,降低到5�m3/h以

内（每小时5方以内不影响正常钻进），基本解决漏失

对钻井工程的影响，相对降低钻井周期5天，节约泥浆

成本每口井28万。 每口井节约成本直接和间接合计达

50万左右。

油基泥浆体

系的研究

针对页岩气和复杂井研

究一种油基钻井液体

系， 有效解决页岩气和

复杂井井壁坍塌问题，

具有良好的油层保护、

润滑作用， 携砂能力强

的特点。

目前该研究在陕北市场成功应用，通过YB014-H03井

和YB023-D08�T06井等的成功应用，已经成功解决页

岩气和复杂井中井壁坍塌的问题，减少了事故发生，并

因为润滑作用良好和携砂能力好， 优质高效的完成了

上述井的工程施工。 节约了成本，提高了公司效益。

钻机自动化

智能化研发

钻机系统是面向底层的

设备管理型控制系统，

司钻在其中扮演重要作

用。SDOS系统是在前期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

发智能监视、控制、管理

一体化系统

本项目关键技术已获得软件著作权5项，具体内容列示

如下：

1.软件名称：中曼石油钻机信息远程显示软件VI.0；著

作权号：2019SR1417250。

2.软件名称：中曼石油钻机智能综合处理软件V1.0；著

作权号：2019SR1417462

3.软件名称：中曼石油钻机智能管理板控制软件V1.0；

著作权号：2019SR1418770。

4.软件名称：中曼石油钻机远程通信控制软件V1.0；著

作权号：2019SR1419246。

5.软件名称：中曼石油钻机自动化数据解析软件V1.0；

著作权号：2019SR1418371。

SDOS技术关键在于控制、监控、维护、管理有机结合，

实现钻机电控、顶驱、铁钻工、自动猫道等自动化工具

一体化集成控制。 通过以上知识产权的协同作用，共同

实现智能司钻。

（3）结合相关研发项目的研究内容、进展及成果、公司资本化政策，说明资本化比

重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期研发支出资本化项目为40DB低温钻井机器人，本项目通过对地面人工智

能专家系统、机器人神经网络系统以及井下智能控制系统等三大模块的研究，完成

基于人工智能的40DB低温钻井机器人的联合攻关，实现在低温地域的钻井数据提

取、动态分析等多项智能化钻井功能，本项目包括集散控制、远程司钻、人工智能钻

井、在线故障检测与诊断、低温钻井等创新特点，在项目实施工程中，会形成多项发

明专利，并完成公司首台4000m低温钻井机器人样机的研制，该样机将会用于公司

后续低温钻井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公司于2018年将“40DB低温钻井机器人的联合攻关项目” 申报为上海市产业

转型项目，并与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签订了《上海市产业转型升级

专项资金（产业技术创新）》项目合同，已获得400万的政府补助资金，待项目完工

验收后会再收到400万政府补助资金，补助总额为800万，专项资金应使用于设备投

资，原材料试制等方面。

项目建设周期为2017年11月至2020年10月，总计36个月。

具体项目实施进度计划如下：

第一阶段：2017年11月-2019年9月：完成项目总体方案及具体分部方案设计，

并配合专家及科研人员进行各模块的研制和试验。

第二阶段：2019年10月-2020年6月：完成低温钻井机器人的整体搭建，优化机

器人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工作协调性，实现样机现场整机安装、调试，项目鉴定、验

收。

第三阶段：2020年6月-2020年10月： 完成后续技术总结及技术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并将产品应用推广到国际市场。

公司已于2019年3月前完成各结构的设计和研制， 于2019年3月开始执行系统

的生产与调试工作；截至2019年末，该项目已累计申请国家专利23件，其中发明专

利5件、实用新型专利12件、软件著作权5件、外观设计专利1件；已经研制成功了

40DB低温钻井装备机器人钻机主体设备及配套的钻机自动化设备，主要包括适用

于低温环境的天车、井架及底座、绞车、转盘、钻井泵、游车、保温及加热系统、智能

控制系统SDOS、地面生产指挥系统、台面钻井机器人、自动猫道、二层台钻井机器

人和TDS250顶部驱动装置等，初步具备了钻机自动化作业功能，此台钻机将会用

于公司进行深度低温钻井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制定的研发费用-资本化政策如下：

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 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等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

查、研究活动的阶段。

开发阶段：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

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活动的阶段。

根据公司研发进度分析，公司已于2019年3月完成了第一阶段。 由于该阶段具

有计划性和探索性，通过开发后是否会形成资产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也无法

证明其研究活动一定能够形成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产。 因此，研究阶段的有关支

出在发生时应当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将完成第一阶段前所发生的支出均计

入当期损益。

公司于2019年3月进入研发的第二阶段，由于该阶段是将研究阶段的成果应用

于具体的钻机生产，最终会生产出一台全新的钻机，因此公司将钻机生产阶段的领

料单独核算，计入研发支出-资本化；车间生产人员员工的工资按项目产值分摊计

入研发支出-资本化，其他费用及折旧按员工比重进行分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开发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

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

等。 在完成第一阶段后，公司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该项目第二阶段，以生

产或整体搭建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装置和产品等， 公司该项目的第二阶段

属于开发阶段。

企业研究阶段的支出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研发费用）；开发阶段的支

出符合条件的才能资本化，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计入当期损益（研发费用）。

在开发阶段，判断能否可以将有关支出资本化，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完成该项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2、具有完成该项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3、该项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项资产生产的产品

4、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项资产的开发，并有能

力使用或出售该项资产

5、归属于该项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计量

根据公司研发情况分析，该项目在完成了项目总体方案及具体分部方案设计，

并配合专家及科研人员进行各模块的研制和试验后， 专家及科研人员对资产能够

达到设计书中的功能、特征和技术进行了论证和鉴定，开发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公司进行开发所需的技术条件等已经具备， 已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或其他不确定

性，该项目进入了低温钻井机器人的整体搭建阶段。 40DB低温钻井机器人，该项资

产可在公司内部使用，能提高公司在低温环境下的钻井工程总包能力，和公司的主

营业务相关联，能够为公司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从公司制定的项目建设周期和资金

安排上看，公司具备完成该项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且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

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项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项资产。 同时

公司将开发活动发生的支出单独核算，建立台账，确保了该项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

能够可靠计量。 公司将40DB低温钻井装备机器人钻机主体设备及配套的钻机自动

化设备，主要包括适用于低温环境的天车、井架及底座、绞车、转盘、钻井泵、游车、

保温及加热系统、智能控制系统SDOS、地面生产指挥系统、台面钻井机器人、自动

猫道、二层台钻井机器人和TDS250顶部驱动装置等作为符合资本化条件处理。

综上所述， 公司将与生产40DB低温钻井装备机器人项目钻机相关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及其他费用支出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核算。 截至2019年末，此台钻机尚

在建造过程中，且未完成验收工作。 因“开发支出” 科目核算内容是企业开发无形

资产过程中能够资本化形成无形资产成本的支出部分，“在建工程” 科目核算内容

是企业固定资产的新建、改建、扩建，或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大修理工程等尚未完

工的工程支出。 也就是说，企业为生产固定资产领用的工程物资一般都要先计入在

建工程，然后结转到固定资产等科目。 公司生产的40DB低温钻井装备机器人最终

将会形成固定资产并用于公司后续低温钻井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因此，在财务报表

中将40DB低温钻井装备机器人钻机（实物资产）作为“长期资产-在建工程” 列

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因40DB低温钻井装备机器人项目于本期完成研究阶段进入开发阶段，前期的

研发支出均费用化计入研发费用，本期根据资金的具体投入划分研发支出-费用化

和研发支出-资本化，故本期研发支出-资本化比重较上期大幅增长。

（4）会计师意见

1、会计师核查过程

针对该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询问和了解公司本期研发项目的内容、费用归集政策，本期研发支出增加的

原因；

②获取并检查本期研发项目立项申请、审批、执行、验收等环节的文件资料；

③获取并检查各研发项目费用分月、分项目明细，抽查合同、发票、付款单等单

据；

④获取各研发项目的人员配置，与职工薪酬进行交叉匹配核对；

⑤对研发开发费用进行截止测试，确认费用被准确记录到恰当的会计期间；

⑥对形成资产的研发支出（在建工程）进行现场盘点。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已充分披露了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

合理性；公司已充分披露研发内容和相应的研发成果；公司已充分披露了资本化比

重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具有合理性，研发

内容和研发成果相对应，根据40DB低温钻井机器人的研究内容、进展及成果，以及

公司资本化的政策，公司资本化比重大幅增长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

8.关于应收账款。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12.09亿元，同比

增长80.59%，其中前五名应收账款合计金额约5.77亿元，占比约45%。请公司补充说

明：（1）结合收入确认、货款结算相关政策、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况等，说明应收账

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前五名应收账款的账龄、对应项目、客户基本情

况等，相关款项能否足额按时收回，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会计师发表意

见。

答复：

（1）结合收入确认、货款结算相关政策、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况等，说明应收

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4.63亿元，其中钻井工程服务营业收入为21.35

亿元，占比86.68%，钻井工程服务仍然是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公司钻井工程业

务的对象主要是马油、BP、哈里伯顿、卢克石油、中石油、中石化、斯伦贝谢、壳牌、巴

什石油、威德福等国际知名石油公司及油服公司。

1、钻井工程服务的收入确认政策

①“日费”模式下收入确认具体方法

在钻井综合作业上采用“日费” 作为计量单位，只要公司按照客户的要求执行

钻井综合作业，都能获得以“日费” 计量的钻井综合作业收入。 “日费” 项目的钻井

综合作业收入属于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提供劳务收入之长期为客户提供重复劳务

收取的劳务费，应当在相关劳务活动发生时确认为收入。 “日费” 项目的钻井综合

作业当期应确认收入=日费*本期实际钻井天数。

②非“日费”模式下收入确认具体方法

在钻井、测井、录井、完井工程服务过程中，且合同并未约定“日费” 模式的情

况下，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对于完工进度根据累计实际

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2、钻机装备销售的收入确认政策

针对钻机配件销售，根据合同约定，公司将货物发出，购货方签收无误后，收入

金额已经确定，并已收讫货款或预计可收回货款，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销售

商品收入。 出口货物销售时，根据合同约定的货物出口成交方式的不同，公司将货

物发出，办理出口报关、离港及取得提单后，依据出库单、货运单据、出口报关单、客

户签收单等确认收入的实现。

针对钻机整机销售，根据合同约定，公司需承担装配验收合格合同义务的情况

下，以客户确认的装配验收合格文件为收入确认时点；针对零部件销售，根据合同

约定，公司无需承担装配验收合格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以客户确认的签收文件为收

入确认时点。

公司上述收入确认政策始终保持一致，符合行业惯例。

3、货款结算相关政策和业务开展情况

2019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54亿元， 同比增长77.42%， 其中工程服务收入

21.35亿元，装备制造收入3.19亿元，两大板块收入的大幅增长直接引起应收账款大

幅增加。 另外，由于工程服务行业的特点，营业收入的确认与回款周期的时点不一

致，境外项目的回款周期一般在30-120天，故第四季度产生的应收账款大部分均会

在次年收回。 2019年第四季度海外工程服务项目收入约为5.92亿元，国内钻井公司

收入约为1.26亿元，这两部分收入的确认使年底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公司的钻井工程业务目前主要集中于国内陕北地区、新疆地区，国外中东、俄

罗斯地区、埃及地区。 公司的钻井工程内容包括：工程服务方案的设计，原材料和设

备的采购、运输以及安装调试，钻井综合作业以及工程的综合管理，其中钻井综合

作业涵盖钻井、测井、录井、固井、完井、钻井液以及定向井等项目。 公司钻井工程业

务的客户主要是马油、BP、哈里伯顿、卢克石油、中石油、中石化、斯伦贝谢、壳牌、巴

什石油、威德福等国际知名石油公司及油服公司。

4、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应收账款大幅增加主要是收入大幅增加所致， 随着海外项目和国内项目陆续

开展，而境外项目应收账款的账期一般为30-120天，国内钻井项目按中石油的结算

习惯（长于境外项目账期）进行，通常需要一定的周期。 应收客户款项合计与营业

收入的呈现同方向变动，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增幅 2018.12.31 2017.12.31

应收票据 - -100.00% 1,700.00 615.00

应收账款 128,123.85 78.59% 71,740.80 80,531.07

应收款项融资 9,156.45 100.00% -

应收客户款合计 137,280.30 86.93% 73,440.80 81,146.07

营业收入 246,290.48 77.22% 138,973.85

周转率 2.34 30.01% 1.80

由于公司加大了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 导致本期的应收账款周转率比上期有

所增长。

综上所述，应收账款大幅增加主要是收入大幅增加所致，应收账款大幅增加具

有合理性。

（2）前五名应收账款的账龄、对应项目、客户基本情况等，相关款项能否足额

按时收回，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报告期末按欠款方归集的前五名应收账款、对应项目和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占应收账款合计

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Lukoil（卢克石油）

YAMAMA项

目

16,453.26 12.84 164.53

PPL（巴基斯坦石油公司） PPL项目等 11,689.15 9.12 124.56

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

限公司

国内工程 10,406.05 8.12 520.30

Petronas� Carigali� Iraq�

Holding�B.V.（马来西亚石油

公司）

马油项目 10,209.78 7.97 161.2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长庆油田分公司

国内工程 8,967.59 7.00 557.21

合计 57,725.83 45.05 1,527.85

2、前五名应收账款账龄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

额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Lukoil （卢克石

油）

16,

453.26

16,

453.26

PPL（巴基斯坦石

油公司）

11,

689.15

11,

648.80

40.35

中国石油集团西

部钻探工程有限

公司

10,

406.05

10,

406.05

Petronas�Carigali�

Iraq�Holding�B.V.

（马来西亚石油公

司）

10,

209.78

10,

150.04

59.74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长

庆油田分公司

8,967.59 6,790.90 2,176.69

合计

57,

725.83

55,

449.05

2,217.04 - - 59.74 -

占比（%） 100.00 96.06 3.84 - - 0.10 -

公司主要客户期末金额中，账龄在1年以内的占比96.06%，占比较高，少量账龄

超过1年的应收对象主要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

3、报告期后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9年12月31

日余额

2020年1月1日至审计报告

出具日回款金额

期后回款

比率

Lukoil（卢克石油） 16,453.26 11,864.95 72.11%

PPL（巴基斯坦石油公司） 11,689.15 9,602.56 82.15%

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

公司

10,406.05 6,277.27 60.32%

Petronas� Carigali� Iraq� Holding�

B.V.（马来西亚石油公司）

10,209.78 9,200.87 90.1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

庆油田分公司

8,967.59 4,385.42 48.90%

合计 57,725.83 41,331.07 71.60%

虽然受到境外疫情和石油价格断崖式下跌的不利影响， 但境内外客户基于自

身的资金实力和信用水平，积极向公司回款，比例达到71.60%。

4、公司境内外工程类业务主要客户的基本情况

公司主要客户均为世界500强或国际知名石油或油服公司，具体如下：

公司主要客户经营实力较强，现金流稳定，商业信誉高，上述客户业务均在正

常开展过程中，期末应收账款无明显减值迹象。

5、公司金融资产减值的测试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债务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 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取决于金融资产

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发生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对于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

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公司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以共同信用风险特

征为依据，将应收账款组合划分为境外工程类业务客户、非境外工程类业务客户组

合和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客户组合。

对于境外工程类业务客户、非境外工程类业务客户组合，公司将该应收账款按

类似信用风险特征（账龄）进行组合，并基于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

性信息，对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进行估计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境外工程类业务 非境外工程类业务

1年以内 1.00 5.00

1-2年 20.00 10.00

2-3年 100.00 30.00

3-4年 100.00 80.00

4-5年 100.00 10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对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客户组合，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该组合预期信用损失率为零。

2019年1月1日起，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相关规定，对应收款项采用简化模型计提坏账准备，按照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的金额计量应收账款损失准备。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规定，

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 对纳入减值范围的金融工具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

失准备。 ” 公司认为不同细分客户群体发生损失的情况没有显著差异，相同账龄的

客户具有类似预期损失率，因此以账龄为依据划分应收账款组合。 公司参考历史信

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账龄迁徙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率。 以整体迁徙率为基础，测算的历史损失率均低于预期信用损失率，相

关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合理。

（3）会计师意见

1、会计师核查过程

针对该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询问及了解收入确认政策、货款结算相关政策、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况；

②询问及了解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

③对比分析应收账款和营业收入增幅的匹配性；

④了解、 评估并测试管理层对应收账款账龄分析以及确定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相关的内部控制；

⑤复核管理层对应收账款进行信用减值损失测试的相关考虑及客观证据，关

注管理层是否已充分识别已发生减值的项目；

⑥对于管理层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

备，评价管理层在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对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⑦询问及了解主要客户的基本情况；

⑧采用抽样方法对应收账款余额实施函证；

⑨检查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已充分披露了报告期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应收

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具有合理性；公司已充分披露了应收账款的账龄、对应项目、

客户基本情况，结合相关款项期后回款情况以及金融资产减值的测试方法，坏账准

备计提谨慎、充分。 ”

9.�关于管理费用。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管理费用中非钻井勘探支出0.31亿

元，去年同期仅为0.04亿元。 请公司补充说明：（1）相关勘探支出的具体对应事由，

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的原因；（2）相关支出列示为管理费用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会计

准则的相关要求。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相关勘探支出的具体对应事由，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的原因

2018年4月，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吐哈物探处

分公司签订《地震勘探工程承包技术服务合同（采集、处理、解释一体化合同）》，具

体约定如下：

工作量：完成满覆盖377km2三维地震资料采集、处理及解释工作。 最终工作量

以本公司验收后双方认可的工作量为准。

工程价款：以每平方千米满覆盖面积为结算单元，单价247,200.00元/km2。 合

同总价款为93,194,400.00元。 最终结算工程款以本公司验收后双方认可的工作量

为准。 最低工作量不低于合同约定工作量的80%。

公司根据合同总价款与双方确认的工作量（形象进度）的乘积确认非钻井勘

探支出。

2018年度当年完成5%工作量，上述合同的总额为9,319.44万元（含税），公司

因此确认了439.60万元费用（不含税）。

2019年度当年完成35%工作量，上述合同的总额为9,319.44万元（含税），公司因

此确认了3,077.17万元费用（不含税）。

综上，报告期内相关勘探费用支出大幅增加。

（2）相关支出列示为管理费用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7号—石油天然气开采》的规定：油气勘探支出包括钻

井勘探支出和非钻井勘探支出，钻井勘探支出主要包括钻探区域探井、勘探型详探

井、评价井和资料井等活动发生的支出；非钻井勘探支出主要包括进行地质调查、

地球物理勘探等活动发生的支出。 非钻井勘探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中国石化2019年年度报告》中所披露，将利润表中的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研发费用、勘探费用单独列报。 根据《潜能恒信2019年年度报告》在管理费用项

下列示合同区块研究费。

根据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和合并财务报表格式中的利润表均未将勘探费用单独列报。 故公司将勘探费用列

示为管理费用-非钻井勘探支出。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为进行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等活动发生的非钻

井勘探支出列示为当期损益（管理费用）存在合理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

求。

（3）会计师意见：

1、会计师核查过程

针对该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①获取《地震勘探工程承包技术服务合同（采集、处理、解释一体化合同）》；

②与相关人员对公司新疆温宿油田勘探执行情况进行访谈， 了解勘探开发计

划和进度；

③检查公司和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吐哈物探处分公

司间关于地震勘探工程承包技术服务合同执行情况及沟通邮件；

④获取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吐哈物探处分公司工作

量（形象进度）的回函；

⑤实地对新疆温宿油田进行走访；

⑥查阅企业会计准则和同行业针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方法。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勘探支出系新疆温宿油田勘探引起，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的

原因合理，相关支出列示为管理费用具有合理性，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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