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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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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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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资子公司渤海石油航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海化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98,370,284.83 元和美元 152,800

元； 

● 担保余额：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余额

包含人民币 73,248,533.76 元及美元 15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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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8 日、2020 年 6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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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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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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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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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 

2020 年第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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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石油航务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38,601.15 / 2 个月 

连带责

任保证 
保函 

公司 
渤海石油航务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 8 个月 

连带责

任保证 
保函 

公司 
渤海石油航务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66,108.63 / 5 个月 

连带责

任保证 
保函 

公司 
渤海石油航务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276,136.40 / 1 个月 

连带责

任保证 
保函 

公司 
天津海化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2,160,000.00 / 6 个月 

连带责

任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石油技术检测

有限公司 
45,000.0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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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6,800.00 / 15 个月 

连带责

任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59,520.00 / 15 个月 

连带责

任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348,118.65 / 3 个月 

连带责

任保证 
保函 



公司 
天津正达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 152,800.00 28 个月 

连带责

任保证 
保函 

公司 
中海油安全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90,000,000 / 12 个月 

连带责

任保证 

流动资金

贷款、保函 

合计 98,370,284.83 152,8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渤海石油航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85 年 5 月 16 日； 

注册资本：28,001.87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梁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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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

程总承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港口经营；国内船舶管理业

务；测绘服务；检验检测服务；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程造

价咨询业务；消防技术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

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燃气经营；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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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供热工程

建设；砼结构构件制造；金属结构制造；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专

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水下系统和作业装

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海洋工程装备销售；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

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陆地管道运输；海底管道运输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

服务；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工程管理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

务；物联网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安全系统监控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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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渤海石油路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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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第 ZG2351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8,930.12 万元，归母净资产 15,284.39 万元，资产负债率 60.74%；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3,645.74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44,905.91 万元，归母净利润 181.46 万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41,592.52 万元，归母净资产 15,522.70

万元，资产负债率62.68%；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6,069.82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5,168.12 万元，归母净利润 239.23 万元。上述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2、天津海化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2 年 10 月 18 日；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爱民； 

主要股东：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环境工程；环境工程设计及咨询；环保工程；环境、环保设备、

化工产品、工业水处理、水污染处理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环保设备、

化工产品及原料（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以津南港危化经字[2018]0020 号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为准）、化工设备的批发兼零售；化工设备制造、安装；机械设备、

水暖管路、电器设备安装、维修；机加工；土木工程；金属结构制造；室内外装

修；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建材批发兼零售；道路运输（凭许可证经营）；劳

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赁；水处理剂技术开发、销售

及水处理技术服务；海上设备维修；市政、环保及机电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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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 D 座第二层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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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第 ZG10283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



资产 7,041.28 万元，归母净资产 4,644.19 万元，资产负债率 34.04％；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372.10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6,763.42

万元，归母净利润 251.26 万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2,715.13 万元，归母净资产 5,361.92 万元，

资产负债率 57.83％；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7,353.21 万

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5,029.88 万元，归母净利润 856.89 万元。上述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3、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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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林； 

主要股东：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海油能源发展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船舶及海上专业设备、机电仪设施系统安装、调试、检验检测、

维修改造；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维修改造；仪表、安全阀校验；型式实验、节能

监测、能源利用测试、评价；海上油（气）生产设备、救生设备检验检测及维修；

水下工程建设服务；设备状态监测、基于风险检验及安全评估；压力管线安装；

劳动防护用品检验检测；机电设备、橡胶制品、劳动防护用品、五金、交电、金

属制品、化工产品（危险品、剧毒品、易制毒品除外）、办公设备零售兼批发；

技术服务；设备租赁；生产性废旧物资回收；氟硼酸、甲醇、2-丁氧基乙醇***

无储存经营；船舶租赁；船舶代理；钢结构工程；质检技术服务；场地租赁；道

路货物运输经营（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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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 ZG2288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7,562.95 万元，归母净资产 18,924.24 万元，资产负债率 49.62％；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8,242.54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40,647.48 万元，归母净利润 2,735.30 万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30,392.12 万元，归母净资产 18,197.86 万元，

资产负债率 40.12％；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1,945.75 万

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2,859.90 万元，归母净利润 1,7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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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第 ZG1023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



资产 158,940.71 万元，归母净资产 121,692.69 万元，资产负债率 23.44％；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9,621.30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69,030.72 万元，归母净利润 2,054.37 万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58,858.64 万元，归母净资产

127,072.17 万元，资产负债率 20.01％；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为 24,703.47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35,097.19 万元，归母净利润

3,458.7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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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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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第 ZG2335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77,750.59 万元，归母净资产 32,793.58 万元，资产负债率 57.82％；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44,114.48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36,512.72 万元，归母净利润 5,548.69 万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80,740.56 万元，归母净资产 33,535.27 万元，

资产负债率 58.47％；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46,414.65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7,280.01 万元，归母净利润 6,240.26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天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8 月 26 日； 

注册资本：7,465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衣龙欣； 

主要股东：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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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工业设计服务；环境保

护监测；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固体废物治理；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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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经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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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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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第 ZG1026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

资产 17,447.78 万元，归母净资产 12,297.38 万元，资产负债率 29.52％；其中银

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4,965.40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5,225.60 万元，归母净利润 1,590.02 万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7,487.99 万元，归母净资产 11,639.01 万元，

资产负债率 33.45％；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5,678.98 万

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4,988.68 万元，归母净利润 760.91 万元，上述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7、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8 月 29 日； 

注册资本：5,555.56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怀增；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0%；深圳第一创业创新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7%；天津安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3%； 

经营范围：石油行业安全技术咨询、评估、评价、审核、审查、服务；安全

环保技术咨询、审核与审查；安全环保技术产品研发；工业高空绳索作业；油气

生产设施与设备、作业设施与设备的检验与检测；石油化工工程技术服务；工程

监理；环保工程；环保设备、消防器材、救生设备、劳保用品、安全标志设计、

制造、销售、维修、安装及维护；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

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会议服务；翻译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

工程（互联网上网服务、互联网信息咨询服务除外）；机械设备租赁；石油化工

工程设备及防爆电器（不含特种设备）检验与检测（不含认证认可活动）；消防

设施安装工程；应急设备、防爆电气、火气探测系统设计、销售、安装、维护、

维修、检测及检验（认证认可活动及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承装、承修活动除外）；

安防设备、防雷、防静电装备销售、安装、维护、维修；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

外）；工程勘探设计；工业产品设计；石油化工工程、网络工程、环保工程、建

筑智能化工程、防爆工程施工及技术服务；防雷、防静电设备设计；防爆电器、

玻璃钢艇及玻璃钢制品、船用甲板机械、船舶配件设计、制造、销售、安装、维

护、维修；救生艇、降落设备、承载释放装置维护服务；职业卫生评价及咨询；

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技术咨询；消防设施设计、维护、保养、检

测；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安装工程及技术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设计、

施工及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销售、维护；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

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从事包装装潢印刷

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凭许可证经营）；装饰装修工程；检测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认证培训；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



影视策划；仪器仪表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仪器仪表销售；机电设备安装、

维修；食品销售（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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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宁海西路 582号海鑫广场 5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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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第 ZG2348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5,320.88 万元，归母净资产 35,649.84 万元，资产负债率 45.42％；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9,657.74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04,560.57 万元，归母净利润 8,342.31 万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49,362.36 万元，归母净资产 39,931.96 万元，

资产负债率 19.10％；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9,205.65 万

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52,725.76 万元，归母净利润 4,2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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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269 万元（含

本次），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7.6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13,872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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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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