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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8          证券简称：海油发展          公告编号：2020-022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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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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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

有限公司、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湛江中海石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渤海石油航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海

油发展珠海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

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天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天津

海化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海油能源物流有限公司、中海油（山西）贵

金属有限公司、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惠州）有限公司、中海油（天津）

油田化工有限公司、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海油发展（珠海）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金牛电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海能发防腐保温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海油万彤清洁能源（珠海）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一、2020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及申请授信情况概述 

（一）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的具体情况 

2020 年度，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根

据实际经营资金需求，向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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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总额

不超过 953,059 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总额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

贷款、并购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汇票贴现、银行保理业务、

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等业务品种，具体业务品种及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运营

资金的实际需求合理确定，以公司及子公司与各银行签订的授信合同为准。公司

及子公司将根据各银行的授信要求，以信用、抵押等方式办理担保业务。授信期

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二）2020 年度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具体情况 

在上述授信总额内，公司对其控制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36,839 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持

股比例 

预计担保

额度 

（万元） 

 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100% 6,000 

 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公司 100% 1,000 

中海油能源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 3,000 

湛江中海石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00% 500 

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100% 500 

渤海石油航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0% 3,300 

海油发展珠海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100% 3,100 

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500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 69,270 

天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 2,600 

天津海化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00% 1,000 

中海油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100% 500 

中海油（山西）贵金属有限公司 100% 2,000 

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惠州）有限公司 100% 12,789 

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 99% 2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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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90% 9,000 

合计 136,839 

在上述授信担保的额度范围内，可在内部适度调整公司对各全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包括新设立、收购等方式取得的具有控制权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预计包括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及对子公

司提供的单笔超过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的情形。 

（三）2020 年度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具体情况 

除上述担保外，2020 年度公司预计为全资子公司珠海销售公司提供履约担

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9,549 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名称 

公司

持股

比例 

项目名称 

预计担

保额度 

（万元） 

备注 

中海油能

源发展股

份有限公

司 

海 油 发 展

（珠海）销

售 服 务 有

限公司 

 

100% 

 

《荔湾 3-1 气田液化石油气购销合同（船舶运

输）》、《荔湾 3-1 气田液化石油气购销合同

（车辆运输）》及《荔湾 3-1 气田凝析油及稳

定轻烃购销合同》 

113,300 公司就

各合同

所约定

的珠海

销售公

司的义

务，为

珠海销

售公司

提供连

带保证

责任。 

《2020 年-2021 年番禺 34-1、35-1 和 35-2 气

田液化石油气购销合同（船舶运输）》、《2020

年-2021 年番禺 34-1、35-1 和 35-2 气田液化石

油气购销合同（车辆运输）》及《2020 年-2021

年番禺 34-1、35-1 和 35-2 气田凝析油及稳定

轻烃购销合同》 

24,249 

《流花 34-2 气田液化石油气购销合同（船舶

运输）》、《流花 34-2 气田液化石油气购销

合同（车辆运输）》及《流花 34-2 气田凝析

油及稳定轻烃购销合同》 

22,000 

 合计 
  

15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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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0 年度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具体情况 

除上述担保外，2020 年度公司预计为参股公司金牛电源公司、防腐保温公

司、万彤能源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贷款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1,397 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公 司 持 股

比例 

预计担保额度 

（万元） 

中海油能源

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金牛电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31.83% 9,397 

海能发防腐保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9% 980 

海油万彤清洁能源（珠海）有限公司 40% 1,020 

合计 11,397 

上述担保预计包括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 年 12 月 9 日； 

注册资本：20,428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孟宪宽；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节能环保技术及产品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节能环保设

备的研发、技术转让、咨询服务；环保工程设计、施工；环境污染防治设备和实

验室设备制造的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新型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开发与应用；合

同能源管理服务；投资管理；物业管理；资产管理；节能环保设备销售；建筑安

装工程；管道及钢结构安装工程及维修（涉及特种设备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

门许可后经营）；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维修、改造

服务（凭许可证经营）；清洗服务；防腐工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批发和零售

业；污水处理；节能环保设备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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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油田港区渤港中心路与东五路交口西南；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39,676.40万元，归母净资产21,218.81

万元，资产负债率46.52％；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7,9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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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17,101.77万元，归母净利润231.35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经审计。 

2.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10月25日； 

注册资本：52460.46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亚峰；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溢油应急、污油、污水、垃圾处理与技术服务；安全环保及应急

设备、设施、产品的引进、开发、销售、租赁、维保及相关技术服务；消防、消

保、安防技术服务；环境污染及损害评价；安全环保技术的研究、应用以及咨询、

评估、审核、审查；工程技术服务；海洋工程勘察与研究；海域使用可行性论证；

海洋环境预报；船舶运营、管理及相关服务；应急与演习技术咨询服务；应急能

力评估及事故影响后评估服务；水处理、海水净化设备的开发与技术服务；计算

机软件开发；网络工程施工服务；陆地环境应急处置；绿化工程服务；机械设备

租赁；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开发；危险固体废弃物技术咨询；固体废弃物容器开

发与租赁；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以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项为准)；

船舶油舱清洗及配套维修服务；港口经营；批发零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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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东方大道88号1-105-2室； 

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55,743.95万元，归母净资产28,583.56

万元，资产负债率48.72％；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5,839.75

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35,309.37万元，归母净利润352.11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经审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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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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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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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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4.湛江中海石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4 年 03 月 03 日； 

注册资本：31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郑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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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工程，金属材料检测、海洋钢质及混凝土结构设计及检

测、海洋工程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水下工程潜水服务、船用设备检测、检测设

备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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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坡头区鸡嘴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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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611 万元，归母净资产 1,051

万元，资产负债率 77％；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561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5,455 万元，归母净利润 431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

计。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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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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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7,563 万元，归母净资产 18,924

万元，资产负债率 50％；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8,243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40,647 万元，归母净利润 2,73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经审计。 

6.渤海石油航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85 年 05 月 16 日； 

注册资本：25,002.857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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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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与航道工程；港口经营（凭许可证经营）；水利水电工程；

港口与海岸工程；河湖整治工程；堤防工程；海洋石油工程及相关技术服务；海

洋石油设备销售；海上平台的安装、检测、维修、拆除；海洋工程建筑；混凝土

平台、人工岛、海上风电工程；石油化工工程；机电工程；测绘服务；船舶设备

租赁；管道运营服务、管线铺设、安装、检测、维修；管道、油舱清洗；水上水

下工程及服务；港口、海洋建筑设施维护；建筑工程；土木工程；铁路工程；公

路工程；隧道工程；桥梁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工矿工程建筑；架线工程；管道

工程；建筑安装工程；电力工程；电气安装；机电设备安装；电子工程；建筑智

能化工程；地基及结构物检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

工程；土石方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物业管理；砼构件、金属

结构加工；建筑材料、商品混凝土销售；消防设施工程；技术推广服务业；工程

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劳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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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渤海石油路 688 号； 

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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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7.海油发展珠海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2 月 13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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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管道加工、维修、涂敷；压力容器制造（经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部门许可后经营）；港口与海岸、海洋石油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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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技术转



9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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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三虎大道 346 号； 

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5,986.86 万元，归母净资产

20,504.01 万元，资产负债率 43.02％；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15,482.85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0,650.52 万元，归母净利润 5,417.38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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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万岭；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餐饮服务、劳务服务；水产品、食品（凭许可证经营）、

日用百货、五金电料、办公用品、家用电器、生鲜肉、初级农产品批发兼零售；

图文设计；打字服务；会议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品、煤炭及有污染性货物除外）；

酒店管理服务；车位管理服务；洗衣服务；保洁、清洁服务；楼宇清洗；园林绿

化；家政服务；商务服务；礼仪接待；物业管理咨询；房屋租赁；普通货运；资

料编辑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办公楼宇维修、制冷设备安装维修；生活设备设施

安装、维修、保养；旅客住宿（凭许可证经营）；卷烟零售；汽车、天文望远镜

租赁；其他印刷品印刷（凭许可证经营）；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票务

代理；健康信息咨询；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凭许可证经营）；食品技术、食品加

工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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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东沽石油新村院内； 

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0,188.18 万元，归母净资产

13,256.61 万元，资产负债率 34.33％；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6,931.57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30,001.44 万元，归母净利润 2,4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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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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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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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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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10.天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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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05 年 8 月 26 日； 

注册资本：7,4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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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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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许可证类化工产品）；

固体废物治理；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治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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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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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0.40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5,225.60 万元，归母净利润 1,590.02 万

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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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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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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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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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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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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12.中海油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5 年 5 月 17 日； 

注册资本：29,106.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爱国；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剧毒品及易制毒品）、农

副产品、水产品、化肥、矿产品（除钨、锑、锡、离子型稀土矿）批发兼零售；

装卸搬运货物；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大型物件运输、危险货物

运输（2 类 1 项、3 类、8 类、9 类）（剧毒化学品除外）；港口经营柴油；无储存

经营：汽油、煤油、氢气、甲烷、天然气［富含甲烷的］（限于工业生产原料等

非燃料用途）、乙烷、丙烷、乙烯、正丁烷、异丁烷、乙炔、一氧化二氮、二氧

化碳、氨、甲醇、硫酸、盐酸、氢氧化钠、氧化钠、次氯酸钠、苯、甲苯、苯胺、

苯酚、苯酚溶液、苯乙烯［稳定］、吡啶、1-丙醇、2-丙醇、丙酮、丙烯、粗苯、

丁酮、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环己酮、环氧乙烷、壬基酚、石脑油、

四氯乙烯、正丁醇、甲基叔丁基醚、氧、氩、氮、氦、1,3-丁二烯［稳定的］、丙

烯腈、异辛烷、磷酸三甲苯酯、乙醇汽油、二氯二氟甲烷、液化石油气（限于工

业生产原料等非燃料用途）；进出口贸易（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安防监控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办公用品、日

用百货、劳保用品、包装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建筑材料、木材、通讯设备、服

装鞋帽、蓄电池、沥青（危险化学品除外）批发兼零售；燃料油 120#和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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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储存；劳务服务；房屋租赁；起重机械设备租赁；大型设备吊装；机电设备

安装；机电设备维修；港口经营（凭许可证经营）；船舶代理；国内货运代理；

商务信息咨询；船舶港口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租赁维修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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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村路 1150 号； 

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60,075.00 万元，归母净资产

129,882.23 万元，资产负债率 50.06％；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为 130,192.77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559,822.56万元，归母净利润 1,699.49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13.中海油（山西）贵金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7 年 08 月 29 日； 

注册资本：17,1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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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勇强；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贵金属及其系列产品的加工、生产、销售、租赁；废、旧、残

贵金属及原料的回收、利用；引进高科技研究开发贵金属产品；提供专业技术咨

询、服务；机电设备的销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橡胶及其制

品、建材的批发、零售；房屋、设备租赁；在本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登记证书

范围内开展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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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开拓巷 12 号六层； 

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0,180.15 万元，归母净资产

25,238.85 万元，资产负债率 16.37％；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589.71 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为 3,983.30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37,377.15 万元，归母净利润 1,930.53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14.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惠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06月18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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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夏永强； 

主要股东：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水、污水、回用水、污泥、固废及危废处理设施的投资、改造、

运行管理和维护、并提供有关环境保护的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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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惠州大亚湾澳头石化大道中426号海油大厦8层0819室； 

财务状况：截至 2019年12 月31 日，总资产6,053.96万元，归母净资产

6 ,014.24万元，资产负债率0.66％；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9.73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0万元，归母净利润14.24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

计。 

15.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6 月 28 日；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四骏；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9%，天津南港工业区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1%； 

经营范围：海洋石油工程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含

津南港危化经字[2018]0017 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的无储存设施

经营）及相关服务；井下电泵机组及电控产品的销售及相关服务；油气田开发方

案研究与设计；钻完井、采油工艺技术研究及工程方案设计；油气水处理工艺技

术研究开发；油气田开发生产实验分析服务；钻完井、修井、增产的技术服务及

作业服务；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服务；油气田工具、测井设备、海洋工程设备、

大型石油化工成套设备的销售、租赁、安装、维修、监测（认证除外）；环境监

测；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房屋租赁；井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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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 C 座 317 室； 

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5,690.84 万元，归母净资产

7,547.67 万元，资产负债率 70.62％；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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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18,143.17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45,155.29 万元，归母净利润 1,516.84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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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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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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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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滨海新村东区 522 号； 

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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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17.海油发展（珠海）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2 年 6 月 12 日；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武明臣；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销售石油化工产品、油田化工产品、化工原料、石脑油、石油

苯、石油甲苯、石油混二甲苯、重芳烃、燃料油、油漆及清洗用溶剂油、液化石

油气、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特种溶剂油原料（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

准范围经营）的销售、物流辅助服务、进出口；危险化学品批发（不设储存）；

销售凝析油、稳定轻烃、乙烷、丙烷、丁烷、异丁烷、工业裂解碳五、戊烷、戊

烷发泡剂、其他石油制品；燃气销售；技术服务；劳务服务；技术咨询服务。 

注册地址：珠海高栏港经济区平港路 348 号生产调度楼 202 室； 

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0,396.07 万元，归母净资产

18,896.65 万元，资产负债率 62.50％；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31,499.42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43,569.57 万元，归母净利润 15,230.99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18.天津金牛电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1 年 12 月 10 日； 

注册资本：4,615.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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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云颇；   

主要股东：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4.17%； 海油天津化

工研究设计院持股 31.83%；薄胜民持股 5.60%；刘红光持股 4.20%；郭西凤持股

4.20%；； 

经营范围：电源材料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研制、生产、技术转让和咨询

服务（中介除外）；水处理剂制造；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化工原料（危险化

学品、易制毒品除外）、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批发兼零售；六氟磷酸锂、氢氟酸

（450 吨/年）、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电解液（4000

吨/年）]制造；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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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天津北辰经济开发区双河道南； 

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2,348.91 万元，归母净资产

29,843.25 万元，资产负债率 7.75％；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2,505.66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7,440.09 万元，归母净利润 120.53 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19.海能发防腐保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20 日； 

注册资本：6120.44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树华；   

主要股东：天津华利保温建材有限公司持股 51%；渤海石油航务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49% 

经营范围：防腐保温工程施工；隔热隔音材料制造（产业政策禁止的除外）；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劳务分包；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

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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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妃甸工业区装备制造园青林公路以东，庙南路南侧（河北盛唐

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厂房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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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335.65 万元，归母净资产

3,335.65 万元，资产负债率 0％；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0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归母净利润 0 万元。 

20. 海油万彤清洁能源（珠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5 月 5 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江克忠；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0%，山东中油洁能天然气有

限公司持股 40%，中山华南实用气体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0%； 

经营范围：冷能和清洁能源利用相关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开发、商业模式研究、

项目研究、孵化、设计和咨询，设备装备设计和制造，项目一体化承包服务、“甲

烷+”项目一体化运作、合同能源管理、低碳资产开发与管理，海上风电开发与运

营，工业气体生产(包括其液化产品)销售，石油化工制品/工业气体(包括其液化

产品)，液化天然气（LNG）的陆地和海上仓储、物流，技术服务，劳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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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创意谷 5 栋 127 号； 

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41.65 万元，归母净资产-79.70

万元，资产负债率 240.66％；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40.89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769.14 万元，归母净利润-32.84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担保总额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尚需银行等金融机构或相关机关签署正式协议，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

合同为准，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围内，以公司及子公司运

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四、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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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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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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董事会意见  

此次担保额度预计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要。公司及

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互相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

利影响。上述担保公平、对等，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经

营发展需求，不存在重大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信息披露充分。独立董事同意公司 2020 年对外

提供担保及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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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265 万元（不

含本次），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8.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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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