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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授信担保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中海油能源发展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海油发展珠海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 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2,960,861.41 元和美元

472,600.00 元； 

● 担保余额：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提供授信担保的

余额包含人民币 188,192,852.48 元及美元 1,416,893.00 元，均为对子公

司提供的授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2022 年 6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

划及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拟对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220,000 万元。上述担保额度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范围内，从维护公司股东利



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相关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更改相关

协议，或办理与本担保事项相关的一切其他手续。上述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及向金融机构申请授

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2022 年第二季度，公司对外提供授信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人民币元） 

担保金额

（美元） 

担保 

期限 

担保 

方式 
担保事项 

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20,000.00 / 4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石油技术检测

有限公司 
20,000.00 / 4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180,000.00 / 4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45,615.13 / 9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76,025.21 / 21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69,790.63 / 18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

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000.00 / 4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

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7,000.00 / 5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40,000.00 / 5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

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340,754.15 / 9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

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50,000.00 / 4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561,715.05 / 4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30,000.00 / 5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石油技术检测

有限公司 
200,000.00 / 5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999,483.52 / 9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125,843.38 / 9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209,738.97 / 33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357,221.63 / 34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214,332.98 / 10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函 

公司 
天津市海洋石油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 5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28,000.00 / 5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200,000.00  7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

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300,000.00  1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1,711,235.00  22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1,149,426.48  8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1,915,710.80  20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海油发展珠海管道

工程有限公司 
4,703,504.80  12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3,258,478.01  16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56,843.01  14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30,000.00  4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天津市海洋石油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7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90,000.00 / 6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100,000.00 / 4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

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305,235.20  11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120,000.00  3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

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50,000.00  5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0  5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164,907.46 / 23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 390,000.00 11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 82,600.00 8 个月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 

合计 22,960,861.41 472,6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3 月 30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许刚强；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通信信息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和维护；通信工程勘察、设计、监

理及技术咨询；建筑智能化、工业自动化及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安装、

维修（须取得相关的资质证后方可经营）；计算机软、硬件及其网络系统的技术

开发和维护；信息技术咨询；卫星通讯、有线无线通讯、程控电话工程、信息系

统工程、楼宇自动化工程、安全检测防范报警类系统工程、电信和卫星电视接收

系统工程的技术开发和相应的技术咨询；采油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仪表仪器、建筑材料、五金交电、船用零配件、汽车零配件的购销；

国内贸易；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通导设备的

安装、维修、检测和服务；无线电电子员服务；为本系统提供天气预报服务；环

境影响评价咨询；工程防腐技术服务；海洋工程测绘；数字内容服务；摄影摄像

扩印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文档装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文档印刷；

普通货运；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后海滨路 3168 号中海油大

厦 B3305；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25484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39,395 万元，归母净资产 39,399 万元，资产负债率 71.74%；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96,849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77,577 万元，归母净利润 11,265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125,707.24 万元，归母净资产 32,766.76 万

元，资产负债率 73.93%；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89,784.76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56,823.09 万元，归母净利润 5,428.68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1 月 16 日； 

注册资本：9,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刚；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安全生产检验检测；船舶检验服

务；检验检测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测绘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船舶改装；船舶修理；专用设

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计量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打捞服务；运行效能评

估服务；橡胶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

气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租赁；运输设备

租赁服务；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装卸搬运；再生资源销售；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金属结

构销售；电气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五金产品等；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东沽石油新村二区；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25265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8,160.26 万元，归母净资产 26,338.18 万元，资产负债率 54.7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1,672.57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

入 64,290.35 万元，归母净利润 6,901.46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39,404.37 万元，归母净资产 22,412.03 万

元，资产负债率 43.12%；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6,929.29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5,589.46 万元，归母净利润 1,569.99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中海油能源发展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3 月 19 日； 

注册资本：30,453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童理；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海洋工程关键配套系统开发；机

械设备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

专业设备制造）；海洋工程平台装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深海石油钻探设

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船舶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普

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金属工具制造；五金

产品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海洋能系统与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船用配套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

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水下系统和作业装备制造；船舶修理；仪器仪表修理；电气

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

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

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海洋工程装备销售；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深

海石油钻探设备销售；水下系统和作业装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特种设备出租；



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

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施

工专业作业；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渤海 28 路 198 号-2；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25264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50,431.74 万元，归母净资产 67,861.25 万元，资产负债率 80.6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81,917.91 万元。2021 年度营业

收入 430,759.98 万元，归母净利润 8,170.67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301,070.21 万元，归母净资产 73,813.15 万

元，资产负债率 75.48%；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26,637.35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49,822.96 万元，归母净利润 5,929.17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0 年 12 月 8 日； 

注册资本：115,146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于海斌；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化工行业的技术、产品、设备、信息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

业务；并提供与以上相关的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建筑设计及环境

工程影响评价、咨询；与上述范围相关的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销售本

单位开发生产的产品、化工原料（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以津危化经字【2019】001313

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为准）、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销售（小轿车

除外）；橡胶制品；装卸；自有房屋租赁；广告业务；化工信息咨询服务；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安全评价与咨询服务；防爆电器检测检验、防爆设备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工程监理服务；柴油抗磨剂（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生产

（分支机构生产）、销售；环保产品和设备的开发、生产（分支机构生产）、销

售；水处理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环保工程设计、技术咨询；水污染治

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弃物治理技术开发；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防腐

保温工程；安全生产培训（不得实施需要取得办学许可的教育教学活动）；标准

研制、标准实施咨询服务；化工产品检验检测（按照认可证书的范围经营）；固

体废物治理（取得相关部门环境影响评价并批准后方可经营）。（以上经营范围

涉及生产的，仅限分支机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三号路 85 号；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22606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183,726.23万元，归母净资产131,039.44万元，资产负债率28.6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45,952.71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

入 92,012.98 万元，归母净利润 6,824.53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219,458.33 万元，归母净资产 134,867.71 万

元，资产负债率 38.55%；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76,691.55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46,392.72 万元，归母净利润 8,343.68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4 年 1 月 20 日； 

注册资本：22,845.91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高杨；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批发（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涂

料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化工原料（除危险品）、涂料用仪器设备销售；

劳保用品销售；书报刊零售；产品认证；材料检测；生产加工机械、实验仪器、

环保设施；检测设备的技术开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设计、制作印

刷品广告，利用本出版物发布国内广告业务，涂料技术信息发布、交流、展览服

务，涂料及相关产品检测与技术培训；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防水防腐保温工

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环境保护专

用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海洋环境服务；海洋工程关键配套系统开发；防腐

材料销售；环保咨询服务；海洋工程设计和模块设计制造服务；海洋工程装备研

发；海洋工程装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型陶

瓷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常州市龙江中路 22 号；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24386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0,404.55 万元，归母净资产 77,699.80 万元，资产负债率 22.6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2,689.75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

入 38,884.28 万元，归母净利润 2,418.08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99,649.94 万元，归母净资产 62,174.94 万

元，资产负债率 37.61%；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7,460.00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3,399.40 万元，归母净利润 730.88 万元。上述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6、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 年 10 月 25 日；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邓宝良；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施工专业作业；住宿服务；烟草制品零售；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食品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人力资源服

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未经加工的坚果、

干果销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

零售；办公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图文设计制作；办公服务；打字复印；礼

仪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酒店管理；停车场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家政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档案整理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摄影扩

印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露

营地服务；汽车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等；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东沽石油新村院内（存在多址信息）；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G24951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6,997.38 万元，归母净资产 14,228.57 万元，资产负债率 47.3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9,948.68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

入 35,570.33 万元，归母净利润 728.81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27,479.18 万元，归母净资产 8,442.27 万元，

资产负债率 69.28%；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6,842.65 万

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7,355.07 万元，归母净利润 789.24 万元。上述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7、海油发展珠海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02 月 13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志刚；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油田管道制造、安装、加工、维修、涂敷；防腐产品制造；管材

实验检测及评估；压力容器制造、港口与海岸、海洋石油工程和境外国际招标工



程；油田工程建设；海上设备维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劳务服务；科技研

发；设备租赁；国内贸易；场地租赁等业务；  

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三虎大道 346 号；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L10032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1,957.83 万元，归母净资产 18,664.96 万元，资产负债率 41.6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7,015.15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3,292.87 万元。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5,691.77 万元，归母净利润 2,839.73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41,547.13 万元，归母净资产 18,844.68 万

元，资产负债率 54.64%；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6,576.3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2,702.45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8,161.89 万元，归母净利润 6,393.44 万

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78,475 万元（含

本次），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8.5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59,084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27.54%。以上担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