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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 

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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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40,000 万元人民币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

CBJ06311） 

委托理财期限：自 2020 年 7 月 13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6 日 

履行的审议程序：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资金安全、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1,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有保本承诺，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短期理财产品或者结构

性存款。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上述

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具体投资活动由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2）。 

 



一、 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支行的“招

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CBJ05702）”，使用募集资

金人民币 42,4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并继续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上述理财产品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人民币 42,400 万

元，并取得收益人民币 359.41 万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上述理财产

品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 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增加现金管理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68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6,510.4199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4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3,804,812,565.96 元（大写：叁

拾捌亿零肆佰捌拾壹万贰仟伍佰陆拾伍元玖角陆分），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3,732,999,999.97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到账，已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

字[2019]第 ZG11573 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是否

变更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项目进度 

移动式试采平台建造项目 否 37,600.00 31,512.19 83.81 

澳大利亚昆士兰柯蒂斯 LNG

运输船项目 
否 60,130.83 60,130.83 100.00 



中海油太原贵金属有限公司

铂网催化剂迁（扩）建项目 
否 13,700.00 6,508.91 47.51 

海底管道巡检项目 否 14,718.00 10,040.14 68.22 

深水环保项目 否 15,858.59   0.00 

装备改造项目 否 18,418.00 4,982.26 27.05 

海洋石油 111 FPSO 坞修项目 否 62,874.58 53,200.09 84.61 

偿还借款及银行贷款 否 150,000.00 150,000.00 100.00 

合计  373,300.00 316,374.42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17）。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北京

北三环

支行 

银行结

构性存

款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

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

存款（代码：CBJ06311） 

40,000 1.35%-3.25% 140.55-338.36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关联

交易 

95 天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本型产品，期限为95天，理财产品到期后赎回，该理财

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在上述投资理财产品期间内，公

司财务部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

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

CBJ06311） 

2、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起息日：2020 年 7 月 13 日 

4、产品到期日：2020 年 10 月 16 日 

5、产品期限：95 天 

6、委托理财金额：40,000 万元 

7、合同签署日期：2020 年 7 月 13 日 

8、预计年化收益率：1.35%-3.25%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该笔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为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行为。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现金管理的产品仅限于具有合法经

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短期理财产品或者结构性存款，总体风险可控。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

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资金安全。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程序。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票代码：600036），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70,100.14 2,838,222.63 



负债总额 1,070,828.57 921,655.03 

净资产 1,848,064.18 1,863,757.24 

项目 
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年1-3月 

（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3,126.86 68,739.93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2.47%，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4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2020年3月31

日）货币资金的比例为19.88%，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等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负有大额债务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在资金安全、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的，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形，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度、适时进行现

金管理，提高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了现金管理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会计处理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购买的保本收益浮动型理财产品列报于资

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到期收益列报于利润表中财务费用，具体以审计结

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的理财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

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资金安全、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

制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1,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短期理财

产品或者结构性存款。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

范围内，上述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文件，具体投资活动由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12）。 

 

八、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 

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 

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6.75  - 

2 银行结构性存款 42,400.00 42,400.00 363.36 - 

3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6.30 - 

4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8.05 - 

5 银行结构性存款 42,400.00 42,400.00 391.13 - 

6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32.14 - 

7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0,000.00 28.36 - 

8 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 - - 10,000.00 

9 银行结构性存款 42,400.00 42,400.00 359.41 - 

10 银行结构性存款 40,000.00 - - 40,000.00 

合计 227,200.00 177,200.00 1,255.50 50,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2,4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84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0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1,000.00 

总理财额度 61,000.00 

 



特此公告。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