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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7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19-031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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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

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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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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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油资本 股票代码 0006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华 王云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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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

石油金融大厦 B 座 22层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石

油金融大厦 B座 22 层 

电话 010-89025678 010-89025597 

电子信箱 zyzb@cnpc.com.cn wangyungang@cnpc.com.cn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总收入（元） 16,345,767,005.29 16,429,109,138.86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4,081,647,089.69 4,070,515,755.34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042,533,658.39 4,042,893,997.08 -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3,224,609,102.61 -40,733,882,397.35 107.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45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17% 5.54% 

减少 0.37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18,256,338,958.88 891,405,915,264.89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80,057,276,481.40 77,380,068,019.26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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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2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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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7.35% 6,984,885,466 6,984,885,466   

泰康资产丰华股票专项型养老金 
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10% 189,639,222 189,639,222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175,763,182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175,763,182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175,763,182   

中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175,763,182   

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厦门）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5% 175,763,182 175,763,182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175,763,182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1% 172,523,5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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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招财鸿道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87,881,593 87,881,5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中石油集团系济柴动力的控股股东，同时直接持有
海峡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海峡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海峡能源
有限公司 50%股权，海峡能源有限公司为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厦门）
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其 47%股权，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济柴动力、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厦门）有限
公司与中石油集团构成一致行动人。泰康资产丰华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终受益人为中石油集团企业年金计
划，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中石油集团企业年金计划与中石油
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泰康资产丰华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石油集团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形外，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不存在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
股东中，股东陆立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20,03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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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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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

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 
简称 

债券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还本付息
方式 

中国石油集
团资本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19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第一期） 

19 昆仑
01 112940 

2019 年 
7月 25 日、 
2019 年 
7月 26 日、 
2019 年 
7月 29 日 

2022 年 
7月29日 420,000 3.55% 

按年付息 
、到期一
次还本 

公司债券上市或 
转让的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
行为无效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
付息兑付情况 

截至本半年度报告披露日，“19 昆仑 01”尚未到达付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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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末增减 

流动比率 74.41% 83.45% -9.03% 

资产负债率 83.92% 84.04% -0.12% 

速动比率 74.40% 83.44% -9.0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26.70 494.24 -54.13%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0.0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 年上半年，国际上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地缘政治风险频发，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增长和宏观运行总体平稳，全面深化

改革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力度空前，但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尚需得到进一步改善。从金融行业看，金融领域风险

隐患不容忽视，防风险、补短板仍是金融监管重点，严监管高压态

势持续，实体经济下行压力传导至金融行业，金融开放加剧行业竞

争，公司面临较大挑战。2019年 5 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开展“巩

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银行机构从股

权与公司治理、宏观政策执行、信贷管理、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

务风险、重点风险处置等五个方面开展整治工作，非银行领域各类

机构按照相关要点开展整治工作。2019 年上半年，地方政府融资、

房地产融资、票据套利成为监管重点。受上述因素影响，中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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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属金融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政策、合规和经营形势。公司作为

受“一委一行两会”监管、自我约束严格、坚持合规稳健发展的央

企金融上市公司，在国家推动金融行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的背

景下，认真贯彻落实监管要求，全面深化产融结合、融融协同，大

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更加严控风险，综合竞争力持续增强，保持良

好发展势头。 

1、经营业绩保持稳健。公司积极克服宏观环境以及金融行业严

峻形势和不利影响，营业总收入保持稳健水平，发展质量持续优化。

截至 2019 年上半年末，中油资本资产总额 9,182.6 亿元，较年初增

长 3.0%；实现营业总收入 163.5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

利润总额 94.5 亿元，同比增长 3.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40.8 亿元，同比增长 0.3%。  

2、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公司持续推进金融企业三项制度改革，

下发《2019 年三项制度工作推进计划》，确立定期工作例会制度，召

开 2 次专项协调会，督促三项制度改革工作计划落实实施。通过深

化三项制度改革，使薪酬总量继续保持与效益同步增长，有效激发

员工创新创效的积极性和工作干劲；持续坚持全面对标，创新预算

机制，促进资源配置和管理效率水平提升，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3、深入开展产融结合融融协同。公司在实现产融结合区域协调

机制中石油集团全覆盖的前提下，全面深化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全覆

盖工作。在原有出台融融协同指导意见的基础上，细化、量化产融

结合、融融协同相关考核指标，并探索建立健全有关激励方式。2019

年上半年，公司召开金融企业产融结合工作研讨会、产融结合月度

例会以及融融协同交流会，积极为产融结合创造业务机会。 

4、有效扩展低成本融资渠道。为了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融资功

能，更好地促进资金融通，发挥资金的杠杆作用，进一步推进产融

结合，支持金融企业发展，中油资本把握住目前市场较宽松的利率

环境，积极拓宽融资渠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及中油资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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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计获得 190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额度，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

司已成功发行 42亿元公司债券，创下 2019 年以来 3 年期公司债券

单次发行规模最大、同规模利率水平最低的纪录。同时，昆仑金融

租赁抓住有利市场时机，通过发行金融债券融资 25 亿元。 

5、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及所属金融企业丰

富风险合规工作沟通报告内容形式，加强共享交流，着力提高风险

应对的协同作用。推进基础管理建设，以制度、内控流程、岗位责

任制等为主线，进一步夯实规范管理基础，提升执行力。突出做好

重大项目风险管控，强化风险排查和监测，防范重大项目风险；加

强舆情监测，紧盯市场变化，切实防范市场波动风险，维护了资产

质量稳定。加强对监管新规的研究，及时修订完善内部制度和业务

流程，提升合规管理水平。 

6、信息化建设开创新局面。在所属金融企业充分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手段，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和运

转效率前提下，2019年上半年，中油资本完成对所属金融企业信息

化建设情况摸底和同业调研交流后，启动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研

究制定公司层面信息化发展规划，强化数据开发利用，按照依法合

规和有效隔离风险的原则，推动各金融企业业务、渠道、客户等资

源互联互通，促进资源共享和利用，科技引领公司高质量发展。 

（二）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

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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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

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自 2019 年 1月 1 日

起施行，根据准则规定，对于施行日尚未终

止确认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

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

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

的，本集团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

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

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 1月 1日的留存收

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 

本集团管理层以 2019

年1月1日既存的事实

和情况为基础，评估本

集团的金融资产，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相

比，合并总资产减少

141,235,748.18 元，

合 并 净 资 产 减 少

319,060,481.83, 其

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 权 益 减 少

180,691,321.13 元 ；

少 数 股东 权益 减 少

138,369,160.70 元。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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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除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及新收入准

则产生的列报变化外，本集团将基于实际利

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

工具的账面余额中。应收利息科目和应付利

息科目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或应

支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或尚未支付

的利息，并于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报表

科目列示。另外，本集团将以公允价值计量

的金融工具产生的利息也包含在相应的金融

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 

该财务报表列报变化

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

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财政部于 2019 年 5月 9日发布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019 修订）（财会〔2019〕8 号），修订

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 

本集团执行上述准则

在本报告期 内无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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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准则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19 修

订）（财会〔2019〕9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月 17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

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 

本集团执行上述准则

在本报告期 内无影

响。 

公司无重要的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

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

范围的变更”、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中国石油集团

资本（香港）有限公司未实际开展业务，无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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