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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7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1-035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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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韩方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审议本报告

的董事会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罗会远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其他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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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公司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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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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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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旭扬 王云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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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95,120,076.82 15,407,206,473.73 -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3,734,992,515.74 4,306,549,085.52 -1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74,141,668.95 4,289,831,654.89 -1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34,462,499,232.01 -62,171,752,583.91 44.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4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4 -1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 5.00%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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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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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904,251,049.11 940,043,383,041.14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90,424,525,408.54 89,414,362,738.07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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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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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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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8,839,6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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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494,911 0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95% 246,068,455 0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95% 246,068,455 0   

中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95% 246,068,4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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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68,4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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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 

法人 
1.95% 246,068,455 0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91% 241,532,928 0   

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 

法人 
1.26% 159,839,6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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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 118,188,07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2017年 1月 3日，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新股 8,742,517,285股。

其中，由于非公开发行新股成为前十名普通股股东的有：中石

油集团认购 6,984,885,466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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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 189,639,222 股，航

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

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中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

（厦门）有限公司、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认购

175,763,182 股，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招财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认购 87,881,593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不存在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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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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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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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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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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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 

2022年 

7月 29日 
420,000 3.5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82.42% 82.7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3.12 62.63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拟投资设立产业资本投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公司与中石油集团、中石油股份分别出资 20 亿元、51 亿元、29 亿元

共同设立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资本）。2021

年 6 月 25 日，昆仑资本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海南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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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已与中石油集团、中石油股份完成

本次投资事项的出资协议签署工作。 

2.公司于 2021 年 2月 25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补选佐卫先生、

王增业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佐卫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3.公司于 2021 年 2月 25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谢海兵先生为

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 2021年 4月 19日收到刘跃珍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及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主席、委员职务。辞职后，刘跃珍先生不在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任职。刘跃珍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谢海兵先生为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谢海兵先生同时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席、委

员职务。 

上述重大事项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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