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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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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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中油资本
股票代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华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石
油金融大厦 B 座 22 层
010-89025678
zyzb@cnp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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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17
证券事务代表
王云岗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石
油金融大厦 B 座 22 层
010-89025597
wangyungang@cnp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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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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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上年同期

15,407,206,473.73

16,345,767,005.29

-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4,306,549,085.52

4,081,647,089.69

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289,831,654.89

4,042,533,658.39

6.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62,171,752,583.91

3,224,609,102.61

-2,028.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2

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2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5.17% 减少 0.17 个百分点

5.00%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923,929,374,699.01

933,379,984,762.84

-1.01%

86,278,710,981.57

83,971,261,508.83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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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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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持股

持股数量

比例
7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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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4,885,466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6,984,88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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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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限公司

2.10%

189,639,222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中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厦门）境内非国
有限公司
有法人

1.95%

175,763,182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1.91%

172,523,52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招财鸿道投 境内非国
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有法人

0.97%

87,881,593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中石油集团系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东，同时直接持有海峡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海峡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海峡能源有限公司 40%股权，海峡能源有限公司
为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厦门）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其 47%
股权，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相关规定，中国
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限公司、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厦门）有限公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司与中石油集团构成一致行动人。泰康资产丰华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
的说明
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终受益人为中石油集团企业年金
计划，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中石油集团企业年金计划与
中石油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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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石油集团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
情形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不存在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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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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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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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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
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中国石油集团
资本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面
19 昆仑 01
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到期日

2019 年 07 月 2022 年 07 月
29 日
29 日

112940

420,000

利率

3.5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

上年末

流动比率

65.61%

68.82%

减少 3.21 个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

82.87%

83.55%

减少 0.68 个百分点

速动比率

65.59%

68.79%

减少 3.20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2.63

226.7

-72.37%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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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20年，从宏观形势看，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同时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
疫情防控压力相互交织的复杂形势，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
题凸显。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国际主要经济体前景不容
乐观，国际局势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我
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受新冠疫情影响以及
商业银行服务重心下沉，预计传统金融机构业务将加速转型。金融监管部门把
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金融股权监管、金控公司
监管、金融业务监管和信息披露等要求愈加严格，合规成本有所增加。党中央
国务院及金融监管部门出台多项指导意见，大力支持产业金融、供应链金融。
中油资本产业金融、特色金融、低风险偏好符合国家政策、金融行业政策导向
和金融行业规律，具有独特竞争优势，发展势头良好。
1、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公司在积极克服新冠疫情、宏观环境以及金融行业
严峻形势和不利影响的情况下，盈利水平持续提高，财务状况保持稳健，发展
质量稳健向好。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9,239.29亿元，净资产1,582.77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97.17亿元，同比增长2.84%，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3.07亿
元，同比增长5.51%，每股收益0.34元/股。
2、“十四五”规划有序开展。公司高度重视重组上市以后编制的第一个五
年规划工作，这对中油资本及金融业务未来五年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公司围绕“打造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产业金融，建设一流综合性特色化金融企
业”这一目标，坚持稳健发展方针和高质量发展方向，坚守产业金融定位，强
化科技赋能和市场化改革，不断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服务主业能力和风险管控
能力。
3、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公司强化所属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的提升，进一步完善优化符合监管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公司持续推进
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拟定投资方向、供应链金融平台等两项改革总体建议方案，
制定提质增效实施方案，下发2020年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工作计划，稳
步推进中长期激励项目。
4、产融结合、融融协同工作持续深化。公司在实现产融结合区域协调机制
中石油集团全覆盖的前提下，中油资本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全面深化产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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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融协同，成效逐渐显现，进一步巩固区域协调机制成果，加快推进与中石油
集团专业公司的战略合作。表彰所属金融企业产融结合融融协同先进集体和个
人。完成《产融结合融融协同案例集》编写，对产融融融工作实践中的好案例、
好成果、好做法进行总结、推广，进一步提升所属金融企业金融服务能力。
5、资本运作力度不断加大。面对疫情蔓延、中美贸易摩擦、市场波动等诸
多不利影响，公司高效决策，抓住上半年罕见市场有利时机，及时把握住同时
期唯一窗口高位减持中国铁塔，避免了公司遭遇全球股票市场暴跌的投资风险，
实现丰厚投资回报。中美绿色基金一期运作顺畅，所投企业已开展实质业务合
作。战略认购国科瑞华三期基金，进一步推进投融联动、产融结合、人员交流、
共同投资等多方面深度合作，进一步丰富金融业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6、风险防控能力有效提升。公司完善准入控制，做实做细重大项目全过程
管理，严加防范相关风险，加强风险合规共享机制建设，交流风险管理经验。
健全风险偏好管理体系，加强战略风险、信用风险和集中度风险的执行和运行
情况监控。公司及所属金融企业风险指标优于行业监管标准，不良资产率保持
在行业较低水平。
（二）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
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
执行上述新收入准则。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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