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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

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资本”、“发

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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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9 年 6 月 14 日，本次债券经中国证监会（〔2019〕1050 号文）核准，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0 亿元（含 15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 

本期公司债的名称为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本期公司债的简称为“19 昆仑 01”，债券代码为 112940.SZ。 

四、发行主体 

本次公司债的发行主体为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 

本期公司债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2 亿元。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发行的公司债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 

七、债券期限 

本期发行的公司债期限为 3 年。 

八、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3.55%。 

九、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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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起息日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9 年 7 月 29 日。 

十一、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7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二、本金支付日 

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2 年 7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三、担保情况 

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四、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十五、募集资金用途 

用于向全资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第二章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依据《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

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

偿付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

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第三章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尚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64207.9079 万元 

注册时间：1996 年 10 月 1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163098284E 

住所：新疆克拉玛依市世纪大道路 7 号 

电话：010-89025595 

传真：010-89025555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策划；企业

投资服务。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1. 发行人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中油资本主要通过其控股、参股公司昆仑银行、中油财务、昆仑金融租赁、中

油资产、专属保险、中意财险、中意人寿、昆仑保险经纪、中银证券、中债信增、

昆仑资本与昆仑数智，分别经营银行业务、财务公司业务、金融租赁业务、信托业

务、保险业务、保险经纪业务、证券业务、信用增进业务、股权投资业务与数字化

智能化业务，是一家全方位综合性金融业务公司。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无重大

变化。 

2. 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发行人 2020 年及 2021 年营业总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增

减 金额 
占营业总

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总

收入比重 

营业总收入

合计 
30,963,931,672.48 100% 30,127,421,045.60 100% 2.78% 

分行业 

财务公司 11,712,576,262.67 37.83% 13,051,304,953.85 43.32% -10.26% 

商业银行 12,761,236,368.03 41.21% 10,908,491,700.87 36.21% 16.98% 

金融租赁 3,256,076,492.69 10.52% 3,503,691,367.74 11.63% -7.07% 

信托业务 742,132,231.72 2.40% 1,002,853,352.65 3.33% -26.00% 

其他业务 2,491,910,317.37 8.05% 1,661,079,670.49 5.51% 50.02% 

分产品 

利息收入 26,346,843,444.95 85.09% 26,138,121,649.56 86.76% 0.80% 

手续费及佣

金收入 
1,722,055,173.94 5.56% 1,871,854,135.51 6.21% -8.00% 

已赚保费 2,156,508,345.44 6.96% 1,298,188,385.30 4.31% 66.12% 

其他收入 738,524,708.15 2.39% 819,256,875.23 2.72% -9.85% 

分地区 

境内 27,984,636,926.33 90.38% 25,515,623,819.69 84.69% 9.68% 

境外 2,979,294,746.15 9.62% 4,611,797,225.91 15.31% -35.40%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状况 

发行人 2021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增减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度/末 2020 年度/末 变动率 

流动资产合计 64,592,353.28 54,158,717.65 19.26%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460,798.35 39,845,620.66 -13.51% 

资产合计 99,053,151.63 94,004,338.30 5.37% 

流动负债合计 79,778,246.93 74,563,092.40 6.99% 

非流动负债合计 2,427,049.77 3,224,361.51 -24.73% 

负债合计 82,205,296.71 77,787,453.91 5.68% 



项目 2021 年度/末 2020 年度/末 变动率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47,854.92 16,216,884.39 3.89% 

营业总收入 3,096,393.17 3,012,742.10 2.78% 

营业利润 1,349,799.95 1,844,284.49 -26.81% 

利润总额 1,348,415.79 1,841,555.60 -26.78% 

净利润 1,158,871.55 1,511,740.71 -2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555,012.00 784,386.35 -2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27,176.03 -3,310,210.70 215.62%（注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0,688.34 1,811,481.59 -3.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0,700.87 -1,719,628.97 65.65%（注 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811,795.48 -3,347,900.28 243.73%（注 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548,494.50 783,630.68 -30.01%（注 4） 

资产负债率 82.99% 82.75% 增加 0.24 个百分点 

流动比率 80.96% 72.63% 增加 8.33 个百分点 

速动比率 80.94% 72.62% 增加 8.32 个百分点 

利息保障倍数 64.18 64.34 -0.2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90.09 -104.26 282.33%（注 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215.62%，主要系向其他金融机构拆

入资金净减少额减少所致； 

注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65.65%，主要系偿还债务支付的现减

少所致； 

注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243.73%，主要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注 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30.01%，主要系本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增

加所致； 

注 5：现金利息保障倍数本期增加较多系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增加较多所致。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50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公开发行了本次公司债“19 昆仑 01”，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2 亿元，

扣除承销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

用途使用完毕。 

三、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严格按照募集说明

书相关约定运作。 

  



第五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19 昆仑 01 公司债券发行后，公司进一步加强了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和

募集资金运用管理，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按时、足额地准备资金用于债券的本息

偿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总收入 3,012,742.10 万元和

3,096,393.17 万元，分别实现净利润 1,511,740.71 万元和 1,158,871.55 万元。公司信

用记录良好，融资能力强，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累计与 13 家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取得 4,810 亿元人

民币及 100 亿美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信誉良好，报告期内公司按时偿还银行贷

款，未发生贷款展期、减免情形。发行人凭借行业地位和影响力、持续良好的经营

和发展能力，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共赢关系，并进行了广泛和深入

的业务合作，为公司偿债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六章 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变化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发行的公司债券“19 昆仑 01”采取无担保发

行，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偿债计划及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与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 

  



第七章 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9 昆仑 01 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公司证券事务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他相关部门

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

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

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公司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

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签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由

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4）设立专项账户 

为了保证本期债券本息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在监管银行开设专

项偿债资金账户，偿债资金来源于公司稳健经营产生的现金流。公司将提前安排必

要的还本付息资金，保证按时还本付息。监管银行将履行监管的职责，切实保障公

司按时、足额提取偿债资金。偿债专户内的资金除用于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和支付

债券利息以及银行结算费用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5）严格信息披露 

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管理办法》、《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

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

督，防范偿债风险。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偿债保障措

施，能够有效保障公司债券本息的偿付。 

  



第八章 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19 昆仑 01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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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9 昆仑 01 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完成发行，将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到期还本。

报告期内，发行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按时足额支付了 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2021 年

7 月 28 日期间的利息。截至报告期末，19 昆仑 01 尚未还本。 

  



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1 年度，公司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十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21 年 5 月 27 日，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19 昆仑 01”的信用等级为 AAA。 

在“19 昆仑 01”的跟踪评级期限内，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在每一会计

年度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

评级。  



第十一章 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无。 

  



第十二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