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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08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公告编号：临 2021-026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天津

海洋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湖北省分

行、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基金”）、工银瑞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瑞信”）、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易方达”）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57亿元人民币 

 委托理 财 产 品名 称 ：中国 银行 （天 津 ）挂钩 型 结 构性 存 款

【 CSDVY202109867 】、 中 国 银 行 （ 天 津 ）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 CSDVY202109868 】、 中 国 银 行 （ 天 津 ）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 CSDVY202110100 】、 中 国 银 行 （ 天 津 ）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 CSDVY202110101 】、 中 国 银 行 （ 天 津 ）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 CSDVY202110558 】、 中 国 银 行 （ 天 津 ）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CSDVY202110559】、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95 天（挂

钩汇率看涨）2699217687、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95天

（挂钩汇率看跌）2699217688、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09

天（挂钩汇率看涨）1699210318、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09 天（挂钩汇率看跌）1699210319、南方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工银

瑞信如意货币市场基金、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委托理财期限：结构性存款期限为 109 天到 195 天、货币市场基金无固

定期限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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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 2020年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理财额度的议案》，额度有效日期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和资金使用情况，

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的流动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 

（二）资金来源：自有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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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

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

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

收益

（如

有）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

海洋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中国银行（天津）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109867】 

30,000 1.79%或4.4% 278或683 189天 
浮动

收益 
- 1.79%或4.4% - 否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

海洋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中国银行（天津）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109868】 

30,000 1.8%或4.41% 279或685 189天 
浮动

收益 
- 1.8%或4.41% - 否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

海洋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中国银行（天津）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110100】 

50,000 1.59%或4.6% 341或989 157天 
浮动

收益 
- 1.59%或4.6% - 否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

海洋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中国银行（天津）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110101】 

50,000 1.6%或4.61% 344或991 157天 
浮动

收益 
- 1.6%或4.61% - 否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

海洋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中国银行（天津）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110558】 

40,000 
1.59%或

4.58% 
231或667 133天 

浮动

收益 
- 

1.59%或

4.58% 
- 否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

海洋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中国银行（天津）挂钩

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110559】 

40,000 1.6%或4.59% 233或669 133天 
浮动

收益 
- 1.6%或4.59% - 否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195天（挂

钩汇率看涨）

2699217687 

50,000 
2.05%或

4.45% 

547或

1188 
195天 

浮动

收益 
- 

2.05%或

4.45%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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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195天（挂

钩汇率看跌）

2699217688 

50,000 
2.05%或

4.45% 

547或

1188 
195天 

浮动

收益 
- 

2.05%或

4.45% 
- 否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109天（挂

钩汇率看涨）

1699210318 

50,000 
1.85%或

4.55% 
276或679 109天 

浮动

收益 
- 

1.85%或

4.55% 
- 否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款109天（挂

钩汇率看跌）

1699210319 

50,000 
1.85%或

4.55% 
276或679 109天 

浮动

收益 
- 

1.85%或

4.55% 
- 否 

南方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市场基金 

南方天天利货币市场基

金 
50,000 2.6%-2.8% - 

开放式、无固

定期限 

浮动

收益 
- 2.6%-2.8% - 否 

工银瑞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市场基金 

工银瑞信如意货币市场

基金 
50,000 2.6%-2.8% - 

开放式、无固

定期限 

浮动

收益 
- 2.6%-2.8% - 否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货币市场基金 

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

场基金 
30,000 2.6%-2.8% - 

开放式、无固

定期限 

浮动

收益 
- 2.6%-2.8% - 否 



5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年度理财额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对每一笔理财业务，管理层都在

董事会批准并授权的额度内进行决策。同时，公司制定了相关制度文件，建立理

财业务的分级审批形式，从决策层面对理财业务进行把控。公司也对理财产品的

收益类型、投资类型、银行资质、流动性进行了评估，选择风险较低产品，总体

风险可控。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中国银行（天津）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09867】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海洋支行 

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天津）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09867】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 3亿元 

产品期限： 189天 

预期收益率（年）： 1.79%或 4.4% 

管理费： 无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3日 

 

2、中国银行（天津）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09868】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海洋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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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天津）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09868】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 3亿元 

产品期限： 189天 

预期收益率（年）： 1.8%或 4.41% 

管理费： 无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3日 

 

3、中国银行（天津）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10100】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海洋支行 

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天津）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10100】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 5亿元 

产品期限： 157天 

预期收益率（年）： 1.59%或 4.6% 

管理费： 无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10 日 

 

4、中国银行（天津）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10101】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海洋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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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天津）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10101】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 5亿元 

产品期限： 157天 

预期收益率（年）： 1.6%或 4.61% 

管理费： 无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10 日 

 

5、中国银行（天津）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10558】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海洋支行 

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天津）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10558】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 4亿元 

产品期限： 133天 

预期收益率（年）： 1.59%或 4.58% 

管理费： 无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24 日 

 

6、中国银行（天津）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10559】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海洋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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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天津）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110559】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 4亿元 

产品期限： 133天 

预期收益率（年）： 1.6%或 4.59% 

管理费： 无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24 日 

 

7、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95天（挂钩汇率看涨）2699217687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95 天（挂钩汇率

看涨）2699217687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 5亿元 

产品期限： 195天 

预期收益率（年）： 2.05%或 4.45% 

管理费： 无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27 日 

 

8、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95天（挂钩汇率看跌）2699217688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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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95 天（挂钩汇率

看跌）2699217688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 5亿元 

产品期限： 195天 

预期收益率（年）： 2.05%或 4.45% 

管理费： 无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27 日 

 

9、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09天（挂钩汇率看涨）1699210318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09 天（挂钩汇率

看涨）1699210318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 5亿元 

产品期限： 109天 

预期收益率（年）： 1.85%或 4.55% 

管理费： 无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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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09天（挂钩汇率看跌）1699210319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09 天（挂钩汇率

看跌）1699210319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金额： 人民币 5亿元 

产品期限： 109天 

预期收益率（年）： 1.85%或 4.55% 

管理费： 无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30 日 

 

11、南方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南方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产品类型： 货币市场基金 

购买金额： 人民币 5亿元 

产品期限： 开放式、无固定期限 

预期收益率（年）： 2.6%-2.8% 

管理费： 管理费率 0.15%，本产品无认购费、申购费、赎回费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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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工银瑞信如意货币市场基金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工银瑞信如意货币市场基金 

产品类型： 货币市场基金 

购买金额： 人民币 5亿元 

产品期限： 开放式、无固定期限 

预期收益率（年）： 2.6%-2.8% 

管理费： 管理费率 0.15%，本产品无认购费、申购费、赎回费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30 日 

 

13、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甲方：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产品类型： 货币市场基金 

购买金额： 人民币 3亿元 

产品期限： 开放式、无固定期限 

预期收益率（年）： 2.6%-2.8% 

管理费： 管理费率 0.14%，本产品无认购费、申购费、赎回费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1年 12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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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1、中国银行结构性存款本金部分纳入中国银行内部资金统一运作管理，纳

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费的缴纳范围。产品内嵌衍生品部分投资于汇率、利率、

商品、指数等衍生产品市场，产品最终表现与衍生产品挂钩。投资期内，中国银

行按收益法对本结构性存款内嵌期权价格进行估值。 

2、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募集资金由交通银行统一运作，按照基础存款

与衍生交易相分离的原则进行业务管理。募集的本金部分纳入交通银行内部资金

统一运作管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费的缴纳范围，产品内嵌衍生品部分

与汇率、利率、商品、指数等标的挂钩。 

3、南方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

具，包括现金、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

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397天）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资产支持证券以及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

市场工具。 

4、工银瑞信如意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工具，包括现

金；期限在1 年以内（含1 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

单；剩余期限在397 天以内（含397 天）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

产支持证券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

的货币市场工具。 

5、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现金，期限在1 年以内（含1 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

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397 天以内（含397 天）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资产支持证券 ，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

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三）风险控制分析 

针对本次理财业务，公司本着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对理财产品的收益类型、

投资类型、银行资质、流动性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风险较低。公司本次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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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上述理财产品进行委托理财，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确

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1、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海洋支行，中国银行为

已上市金融机构（股票代码：601988），中国银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理财受托方并非为本次交易专设。 

2、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交通银行为已

上市金融机构（股票代码：601328（A股）、03328（H股）），交通银行与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理财受托方并非为本次交易专

设。 

3、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基金成立于 1998

年 3 月 6 日，为国内首批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南方基金与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理财受托方并非为本次交

易专设。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基金”）成立于 1998 年 3 月

6 日，注册资本金为 3.6172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南方基金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

益田路 5999号基金大厦 32-42楼。 

截至 2021年 09月 30日，南方基金母子公司合并资产管理规模 16802亿元。

其中南方基金母公司规模 15452 亿元。南方基金公募基金规模 9996 亿元，客户

数量超过 1.6 亿，累计向客户分红超过 1452 亿元，管理公募基金共 259 只，产

品涵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货币型、指数型、QDII型、FOF型等。南方基

金非公募业务规模 5456亿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9%87%91%E7%AE%A1%E7%90%86%E5%85%AC%E5%8F%B8/864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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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经营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总资产 120.09 94.35 78.26 

总负债 41.68 23.71 29.28 

货币基金规模 3559.41 3083.34 3425.68 

非货基金规模 4520.32 3142.42 2208.22 

其他非公募产

品规模 
3902.99 2988.52 3134 

管理费收入 48.46 33.44 30.85 

管理基金数量 233 204 178 

资产负债率 34.71% 25.13% 37.42% 

资产收益率 13.84% 10.39% 10.56% 

净资产收益率 19.91% 15.00% 17.61% 

 

4、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是我国第一

家由银行直接发起设立并控股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工银瑞信股东分别为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0%）、瑞士信贷（20%），工银瑞信与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理财受托方并非为本次交易专设。 

工银瑞信经营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总资产（亿元） 148.72 110.14 89.75 77.28 

总负债（亿元） 35.72 16.77 11.77 14.3 

公募基金规模（含货币）（亿元） 5910.2 5399 6038.66 5455.92 

公募基金规模（非货币）（亿元） 3239.53 1985.53 1322.48 1223.61 

其他非公募产品规模（亿元） 8211 7483 7040 7543 

管理费收入（亿元） 36.9 31.5 34.69 37.22 

管理基金数量 164 143 122 113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资产负债率 24.02% 15.23% 13.11% 18.50% 

资产收益率 13.27% 13.95% 16.67% 23.81% 

 

5、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成立于 2001年。 

截至 2021年 9 月 30日，易方达总资产管理规模近 2.6万亿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7%A5%E5%95%86%E9%93%B6%E8%A1%8C%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82606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7%A5%E5%95%86%E9%93%B6%E8%A1%8C%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826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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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理财受托

方并非为本次交易专设。 

易方达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总资产 184.34 146.75 116.98 

总负债 74.16 45.79 37.31 

资产负债率 40.23% 31.20% 31.89% 

净资产收益率 26.03% 19.11% 18.05% 

管理费收入 72.95 48.47 43.64 

 

单位：亿元、只 2021 年 9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公募基金规模（含货币） 16,343.76  12,251.67  7,308.70  6,540.28  

公募基金规模（非货币） 11,189.13  8,052.72  4,050.86  2,553.23  

其他非公募产品规模 8080.96 6920.08 5077.17 3638.48 

管理基金数量 256  212  173  149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年 12 月 31日 2021年 9 月 30日 

资产总额 75,942.3 76,580.7 

负债总额 37,253.5 37,236.4 

资产净额 38,688.8 39,34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45.2 67.5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以及

日常营运资金的使用需要，同时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理财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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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 9 月 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5,708,660,786 元，本次委

托理财资金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99.85%，不会对公司未来主

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委托理财产品按照准则规定应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浮动收益的低风险型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

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

力风险等风险因素从而影响预期收益。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 2020年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理财额度的

议案》，额度生效日期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董事会同意在

额度范围内和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使用自有流动资金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上交所监管要求对委托理财受托方开展

理财业务尽职调查（受托方包括但不限于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

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邮政

储蓄银行等）。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

的情况 

金额：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货币市场基金 120,000 120,000 1,064 0 

2 货币市场基金 30,000 30,000 118 0 

3 货币市场基金 140,000 140,000 8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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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货币市场基金 10,000 10,000 85 0 

5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 50,000 870 0 

6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 50,000 764 0 

7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 50,000 272 0 

8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 50,000 238 0 

9 银行理财产品 80,000 80,000 194 0 

10 银行理财产品 60,000   60,000 

1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12 银行理财产品 80,000   80,000 

1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1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15 货币市场基金 50,000   50,000 

16 货币市场基金 50,000   50,000 

17 货币市场基金 30,000   30,000 

合计 1,150,000 580,000 4,444 57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5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6.46%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6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7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530,000 

总理财额度 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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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