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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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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中国石化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 本公司分别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之

中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中国石化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建议派发 2021 年半年度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 0.16

元（含税）。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就本次股息分派方案发表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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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代码 600028 00386 SNP SNP 

股票简称 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SINOPEC CORP. SINOPEC CORP.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纽约股票交易所 伦敦股票交易所 

 

 公司授权代表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永生 黄文生 黄文生 张征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2号 

电话 86-10-59960028 86-10-59960028 86-10-59960028 86-10-59960028 

传真 86-10-59960386 86-10-59960386 86-10-59960386 86-10-59960386 

电子邮箱 ir@sinopec.com 

 

2.2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数据和指标 

(1) 主要会计数据 

项目 

截至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 

2021年 

人民币百万元 

2020年 

人民币百万元 

（调整后） 

2020年 

人民币百万元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261,603  1,033,064  1,034,246 2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亏损） 39,153  (23,001) (22,882)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亏损） 
38,420  (24,404) (24,40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736  40,365  39,794 18.3 

 

 于2021年6月30日 

   人民币百万元 

于2020年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 

期末增减(%)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765,154 742,463  3.1 

总资产 1,852,964  1,733,805  6.9 

注：本公司于2020年完成了中石化巴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重组工作。本次企业重组被视为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合并，因此，本公司对2020年同期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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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截至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 

2021年 

人民币元 

2020年 

人民币元 

(调整后) 

2020年 

人民币元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损失） 0.323  (0.190) (0.189) - 

稀释每股收益/（损失） 0.323  (0.190) (0.189)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损失） 0.317  (0.202) (0.20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9  (3.21) (3.21) 8.40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0  (3.41) (3.42) 8.51个百分点 

 

2.3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数据和指标 

(1) 主要会计数据 

项目 

截至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 

2021年 

人民币百万元 

2020年 

人民币百万元 

(调整后) 

2020年 

人民币百万元 

(调整前) 

经营收益/（亏损） 58,109  (21,659) (21,501) - 

本公司股东应占利润/（亏损） 39,954  (21,844) (21,725) - 

经营活动所得现金净额 47,736  40,365  39,794 18.3  

 

 于2021年6月30日 

人民币百万元 

于2020年12月31日 

人民币百万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

期末增减(%)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764,208 741,494 3.1  

总资产 1,852,964 1,733,805 6.9  

注：本公司于2020年完成了中石化巴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重组工作。本次企业重组被视为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合并，因此，本公司对2020年同期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2)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截至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 

2021年 

人民币元 

2020年 

人民币元 

(调整后) 

2020年 

人民币元 

(调整前) 

基本每股净收益/（亏损） 0.330  (0.180) (0.179) - 

稀释每股净收益/（亏损） 0.330  (0.180) (0.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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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股本变动及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于2021年6月30日，中国石化的股东总数为507,150户，其中境内A股501,507户，境外H股5,643户。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股变化1 

质押、标记

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股 68.31  82,709,227,393 0           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2 
H股 20.97  25,385,923,845 643,437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A股 1.92  2,325,374,407  (283,937,65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A股 0.93   1,122,299,922 281,227,64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A股 0.67  813,500,331 (1,105,70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 005L －

FH002沪 

A股 0.27   323,077,505 (492,592,66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A股 0.27   322,037,900  0    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股 0.16   196,977,796  177,793,001  0 

黄长富 A股 0.13   160,000,087  160,000,087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A股 0.09   107,387,897  107,387,897  0 

注1：与2020年12月31日相比。 

注2：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553,150,000股H股，

占中国石化股本总额的0.46%，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同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外，中国石化未知

上述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2.5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本报告期内，中国石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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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简称 12 石化 02 

代码 122150 

发行日 2012 年 6 月 1 日 

起息日 2012 年 6 月 1 日 

到期日 2022 年 6 月 1 日 

发行规模（人民币亿

元） 
70 

债券余额（人民币亿

元） 
70 

利率（%） 4.90 

还本付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12 石化 02”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 

适用的交易机制 上交所场内交易，符合质押式回购交易要求。 

是否存在终止上 

市交易的风险（如有）

和应对措施 

不适用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 

前述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均按债券披露使用用途专款专用。目前，全部募集资

金已使用完毕。 

公司债券资信评级机

构情况 

本报告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12 石化 02”进行了跟踪信用

评级，维持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维持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最新信用评级结果已根据相关规定在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两个月内于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

者选择权条款、投资

者保护条款等特殊条

款的触发和执行情况 

本次债券未设置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投资者保护条款等特殊条款，

故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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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债券担

保情况、偿债计划及

其他相关情况 

本次债券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报告期

内按偿债计划正常付息，未触发担保事宜。 

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

召开情况 
本报告期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履职情况 

前述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

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的约定，对公司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

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积极行使了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

的合法权益。受托管理人已披露上一年度的《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报告内

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2020年公司发行了200亿3年期中期票据，分别为：2020年3月31日发行第一期和第二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20中石化MTN001和MTN002,代码分别为102000568和102000569），发行规模都为50亿，

票面利率2.7%，2020年5月27日发行第三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20中石化MTN003,代码为102001109），

发行规模为100亿，票面利率2.2%。 

2021年2月4日发行总额为人民币5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期限为180天（债券简称21中石化

SCP001,代码012100565），年利率为2.50%；2021年3月4日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1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

券期限为119天（债券简称21中石化SCP002,代码012100810），年利率为2.65%；2021年3月25日发行

总额为人民币3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期限为180天（债券简称21中石化SCP003,代码012101228），年

利率为2.64%；2021年3月29日发行总额为人民币8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期限为120天（债券简称21中

石化SCP005,代码012101281），年利率为2.45%。 

上述债券都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转让，具

体起息日、到期日等发行要素请见公司在上海清算所和中国货币网公告。超短期融资券到期一次性

还本付息，中期票据每年付息1次，到期还本。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发债资金，

按照协会要求所有债券都由联合资信评级公司出具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中票债项信用等级为AAA。上述债券不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上述债券

无担保。 

中国石化子公司上海石化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详见上海石化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

石化2021年半年度报告。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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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的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变动原因 

流动比率 0.89 0.87 0.02 流动资产上升 

速动比率 0.57 0.58 (0.01) 
其他流动负债 

略有上升 

资产负债率 51.04% 49.02% 2.02个百分点 负债上升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变动原因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420 (24,404) 62,824 净利润上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7,618 (23,836) 71,454 净利润上升 

EBITDA全部债务比 0.77 0.18 0.59 EBITDA上升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6.17 2.99 13.18 EBITDA上升 

利息保障倍数 9.68 （2.46） 12.14 利润总额增加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29.29 13.88 15.41 
经营性现金流量

净额增加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  

注：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对所有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均按时、足额进行了付息兑付；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从若干中国境内的金融机构获取备用授信额度，提供本公司在无担保条件下借贷总额

最高为人民币 4,440 亿元；本公司严格履行了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公司未发生对

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 

2013 年 4 月 18 日，中国石化境外全资子公司 Sinopec Capital (2013) Limited 发行由本公司提供

担保的优先债券，共发行了三年、五年、十年和三十年期四个品种。三年期债券本金总额为 7.5 亿美

元，年利率为 1.250%，已兑付并摘牌；五年期债券本金总额为 10 亿美元，年利率为 1.875%，已兑

付并摘牌；十年期债券本金总额为 12.5 亿美元，年利率为 3.125%；三十年期债券本金总额为 5 亿美

元，年利率为 4.250%。债券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首

次付息日为 2013 年 10 月 24 日。本报告期内已足额兑付十年、三十年期债券当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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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大事项 

 

3.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21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逐步复苏，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12.7%。

境内天然气需求保持快速增长，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 17.5%。境内成品油需求回暖，表观消费量同比

增长 5.7%，其中汽油和煤油同比分别增长 10.7%和 39.8%，柴油同比下降 3.5%。境内主要化工产品

需求保持增长，据本公司统计，境内乙烯当量消费量同比增长 1.1%。2021 年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

震荡上行，普氏布伦特原油现货均价为 65.23 美元/桶，同比上涨 62.8%。面对国际油价上行、石油

石化产品需求稳步恢复的生产经营环境，本公司常态化推进攻坚创效，突出抓好系统优化、市场开

拓、成本管控，实现了高质量的经营成果。 

以下讨论与分析应与本半年度报告所列之本公司的财务报表及其附注同时阅读。以下涉及的部

分财务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与本公司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一致。讨论中涉及的产品

价格均不含增值税。 

2021 年上半年，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国际油价强势上涨，主要炼化产品产销两旺，价格上

涨，本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及其他经营收入人民币 12,616 亿元，同比增长 22.1%；本公司抓住市

场有利时机，扎实推进攻坚创效和生产经营优化，实现经营收益人民币 581 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

798 亿元。 

下表列示本公司2021年上半年和2020年同期合并利润表中主要收入和费用项目： 

 截至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 变化率 

2021年 2020年 

人民币百万元 (%) 

营业收入 1,261,603  1,033,064  22.1  

   主营业务收入 1,231,980  1,006,808  22.4  

   其他经营收入 29,623  26,256  12.8  

经营费用 （1,203,494）  (1,054,723)  14.1  

   采购原油、产品及经营供应品及费用 （947,242）  (835,004)  13.4  

     销售、一般及管理费用 （25,748）  (24,373)  5.6  

折旧、折耗及摊销 （54,267）  (51,465)  5.4  

勘探费用（包括干井成本） （4,846）  (4,465)  8.5  

职工费用 （45,010）  (38,476)  17.0  

所得税以外的税金 （120,866）  (108,711)  11.2  

信用减值转回/（损失） 55 (101) - 

其他（费用）/收入净额 (5,570）  7,872  - 

经营收益/（亏损） 58,109  (21,659)  - 

融资成本净额 (4,901)  (5,263)  (6.9) 

投资收益及应占联营及合营公司的损益 11,247 73 15,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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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税前利润/（亏损） 64,455  (26,849)  - 

所得税费用 (14,949)  5,791  - 

本期间利润/（亏损） 49,506  (21,058)  - 

归属于：    

本公司股东 39,954  (21,844) - 

非控股股东 9,552 786 1,115.3 

  

(1) 营业收入 

2021年上半年，本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12,320亿元，同比增长22.4%。主要归因于全球

经济逐步复苏，国际油价强势上行，国内疫情受到良好管控，石化产品需求旺盛，本公司主要产品

销量增加，以及产品价格上涨。 

下表列示了本公司2021年上半年和2020年同期的主要外销产品销售量、平均实现价格以及各自

的变化率。 

 
销售量 

（千吨） 

平均实现价格(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元/吨、人民币元／千立

方米） 

截至6月30日止6个

月期间 
变化率 

(%) 

截至6月30日止6个月期

间 
变化率 

(%)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原油 3,537  3,488  1.4  2,794  2,006  39.3  

天然气（百万立方米） 14,371 12,475  15.2  1,522  1,360  11.9  

汽油 45,597  39,799  14.6  7,307  6,372  14.7  

柴油 34,648  35,980  (3.7) 5,388  4,862  10.8  

煤油 11,016  9,519  15.7  3,397  2,892  17.5  

基础化工原料 17,665  17,109  3.3  5,168  3,578  44.4  

合纤单体及聚合物 3,408  4,542  (25.0) 6,216  4,347  43.0  

合成树脂 8,652  8,304  4.2  8,174  6,658  22.8  

合成纤维 714  602  18.6  7,356  6,723  9.4  

合成橡胶 622  647  (3.9) 10,584  7,742  36.7  

本公司生产的绝大部分原油及少量天然气用于本公司炼油、化工业务，其余外销给予其他客户。

2021年上半年，外销原油、天然气及其他上游产品营业收入为人民币677亿元，同比增长41.1%，占

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其他经营收入的5.4%，主要归因于原油、天然气销量增加，以及价格上涨。 

本公司炼油事业部和营销及分销事业部对外销售石油产品（主要包括成品油及其他精炼石油产

品）实现的对外销售收入为人民币6,936亿元，同比增长26.4%，占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其他经营收

入的55%，主要归因于国际油价上涨，石油石化产品消费增加，汽柴煤等主要产品价格上涨。汽油、

柴油及煤油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5,573亿元，同比增长22.2%，占石油产品销售收入的80.4%；其他精

炼石油产品销售收入为人民币1,363亿元（占石油产品销售收入的19.6%），同比增长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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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化工产品对外销售收入为人民币1,979亿元（占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其他经营收入的

15.7%），同比增长33%。主要归因于化工市场逐步恢复，本公司化工产品销量增加，以及产品价格

上涨。 

 

(2) 经营费用 

2021年上半年，本公司经营费用为人民币12,035亿元，同比增长14.1%。经营费用主要包括以下

部分： 

采购原油、产品及经营供应品及费用为人民币9,472亿元，同比增长13.4%，占总经营费用的78.7%。

其中： 

●采购原油费用为人民币3,001亿元，同比增长20%。上半年外购原油加工量为1.18亿吨（未包括

来料加工原油量），同比增长13.7%；外购原油平均单位加工成本为人民币2,846元/吨，同比增长6.7%。 

●采购成品油费用为人民币1,360亿元，同比增长0.9%。 

●贸易采购费用为人民币2,600亿元，同比增长7.7%。 

●其他采购费用为人民币2,512亿元，同比增长20.3%。 

销售、一般及管理费用为人民币257亿元，同比增长5.6%，主要归因于经营量增长带来销货运杂

费同比增加。 

折旧、折耗及摊销为人民币543亿元，同比增长5.4%，主要归因于油价下降影响，经济可采储量

下降，导致今年油气资产折耗率上升，折旧折耗增加。 

勘探费用为人民币48亿元，同比增长8.5%，主要归因于公司加大勘探开发投入力度。 

职工费用为人民币450亿元，同比增长17%，主要归因于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家给予了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缴费优惠政策。今年这一政策取消。 

所得税以外的税金为人民币1,209亿元，同比增长11.2%，主要归因于本公司原油加工规模扩大，

应税产品销售收入增加，消费税同比增加。 

其他（费用）/收入净额为人民币56亿元，主要归因于衍生金融工具损益变动损失。 

 

(3) 经营收益/（亏损） 

2021 年上半年实现经营收益人民币 581 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 798 亿元，主要归因于国际油价

大幅上涨，市场需求旺盛，本公司加工量、经营量增加，主要产品毛利水平增厚，各业务板块经营

效益同比均有所增加。 

 

(4) 融资成本净额 

2021年上半年本公司融资成本净额为人民币49亿元，同比减少人民币4亿元，降低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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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税前利润/（亏损） 

2021年上半年本公司除税前利润为人民币645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913亿元。 

 

(6) 所得税费用 

2021年上半年本公司所得税费用为人民币149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207亿元，主要归因于本公

司实现较好盈利，而上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油价暴跌影响，出现经营亏损。 

 

(7) 非控股股东应占利润/（亏损） 

2021年上半年非控股股东应占利润为人民币96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88亿元。 

 

(8) 本公司股东应占利润/（亏损） 

2021年上半年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利润为人民币400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618亿元。 

 

3.2 资产、负债、权益及现金流量 

（1）资产、负债及权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于2021年6月30日 于2020年12月31日 变化金额 

总资产 1,852,964 1,733,805 119,159 

流动资产 553,436 455,395 98,041 

非流动资产 1,299,528 1,278,410 21,118 

总负债 946,656 850,947 95,709 

流动负债 623,995 522,190 101,805 

非流动负债 322,661 328,757 (6,096)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764,208 741,494 22,714 

股本 121,071 121,071 - 

储备 643,137 620,423 22,714 

非控股股东权益 142,100 141,364 736 

权益合计 906,308 882,858 23,450 

 

（2）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现金流量主要项目 
截至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 

变化金额 
2021年 2020年 

经营活动所得现金净额 47,736 40,365 7,371 

投资活动所用现金净额 (65,791) (75,605) 9,814 

融资活动所得现金净额 9,062 61,224 (52,16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增加 (8,993) 25,984 (3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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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业务展望 

展望下半年，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中国经济有望在上半年良好势

头基础上保持稳定增长。预计成品油需求保持稳定，化工产品需求保持较好增速，天然气需求快速

增长。综合考虑产油国供给能力、全球需求增长、库存水平等因素，预计国际油价呈宽幅震荡走势。

面对当前形势，本公司将以更大力度抓科技创新，推动技术先导再增强，全力抓优化、调结构、拓

市场、促改革、谋发展、防风险，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在勘探及开发方面，本公司将持续加大勘探力度，加快油气产建节奏，推进油气增储增产增效。

在原油开发方面，加快推进顺北、塔河等地区产能建设，持续加强老油田精细管理，强化大幅度提

高采收率技术攻关与应用，不断降低原油开发成本；在天然气开发方面，聚焦天然气跨越式发展，

加快推进重点产能建设，大力提高储量动用率和采收率，推动天然气规模上产。下半年计划生产原

油 141 百万桶，生产天然气 6,335 亿立方英尺。 

在炼油方面，本公司将坚持产销一体化协调，加大“油转化”力度，灵活调整成品油收率，持续降

低柴汽比；加快增产高附加值产品和特种产品；优化原油资源配置，统筹原油供应全过程管理，降

低采购成本；加快产能优化调整，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优化低硫船燃生产运营方案，降低低硫船

燃生产和物流成本；下半年计划加工原油 1.26 亿吨。 

在营销及分销方面，本公司将抓住市场政策调整机遇期，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精准实施营

销策略，持续优化客户消费体验，不断提升量效创造水平；进一步优化终端网络布局，巩固提升网

络优势；持续推进油非互促、线上线下融合，积极推动“油气氢电服”综合加能站建设，加快向综合能

源服务商转型。下半年计划境内成品油经销量 8,636 万吨。 

在化工方面，本公司将坚持“基础+高端”“化工+材料”的发展方向，强化科技创新，着眼提质增

效，不断延伸产业链、培育增长点。动态调整原料和产品结构，合理安排装置负荷和排产，持续推

进装置高效运行。密切产销研用结合，加大高端产品和新材料研发力度，不断提升高附加值产品比

例。同时，加强市场研判，持续优化“一户一案”，不断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下半年计划生产乙烯

654 万吨。 

在资本支出方面，下半年本公司初步计划资本支出人民币 1,092.59 亿元，未来将根据市场变化，

动态优化调整投资项目。初步计划勘探及开发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428.35 亿元，主要用于顺北原油

产能建设，威荣、涪陵、川西等天然气产能建设，天津 LNG 二期等储运设施建设，以及胜利 CCUS

等项目建设；炼油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122.13 亿元，主要用于镇海炼化扩建和扬子炼油结构调整等

项目建设；营销及分销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197.27 亿元，主要用于加油（气）站、“油气氢电服”综

合加能站和物流设施等项目建设；化工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296.39 亿元，主要用于海南、镇海、天

津南港、茂名等乙烯项目，海外阿穆尔项目，九江芳烃、仪征 PTA、贵州 PGA、齐鲁 CCUS 等项目

建设；总部及其他资本支出人民币 48.45 亿元，主要用于科技研发、信息化等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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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会命 

董事、总裁 

马永生 

                                                        中国北京，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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