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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会议须知如下：  

一、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具体负责会议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包含股东代表，

下同）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

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最晚须在会议召开前 15 分钟到达会议现场向董事会办公室

办理签到手续，并请按规定出示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授

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等，经验证后领取会议资料，方可出席会议。 

五、股东需要在股东大会发言的，应于会议开始前 15 分钟在会议现场登记，出

示有效的持股证明，填写《发言登记表》；登记发言的人数原则上以十人为限，超过

十人时安排持股数最多的前十名股东依次发言。 

六、股东发言由会议主持人指名后进行，每位股东发言应先报告所持股份数和持

股人名称，简明扼要地阐述观点和建议，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 5 分钟，主持人可安排

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提问。 

七、股东发言及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股东提问内容与本次股东大会议

题无关或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公司有权不予回应。 

八、为提高会议议事效率，在就股东的问题回答结束后，即进行表决。现场会议

表决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请股东按表决票要求填写意见，由股东大会工作人员统

一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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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会议开始后，与会股东将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股东对提案进

行表决时，由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表决结果由中海油能

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 

十、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

律意见。  

十一、股东未做参会登记或会议签到迟到将不能参加本次会议。股东参加股东大

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会议开始后请将手机铃声置于无声状态，尊重和维护

其他股东合法权益，保障大会的正常秩序。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

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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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12 月 17 日 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12 月 17 日  

公司此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 8 号望京凯悦酒店 

三、会议议程：  

1.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2. 主持人介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列席会议的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律师以及其他人员的到会情况。  

3. 主持人提名本次会议计票人、监票人，全体股东举手表决确定。  

4. 与会股东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曹树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2.02 选举戴照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5. 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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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场投票表决； 

7. 主持人宣布休会，统计表决结果； 

8. 宣布表决结果； 

9. 董事会秘书宣读会议决议，出席会议的董事等签署会议决议、记录； 

10. 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11. 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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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加强公司关联交易管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开展需要，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并提请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授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度，公司预计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企业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5,372,661.95 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本次关联交易须

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海石油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2、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类型 关联方 
2020 年预计 

金额 

2020 年 1-9 月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出售商品、提供

劳务 

中国海洋石油有

限公司 
2,049,859.76 1,143,603.90  

差异主要为

根据业务情

况调整，日

常关联交易

业务根据相

关管理制度

正常执行 

海洋石油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187,537.18 81,667.35  

中海油田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102,812.17 62,142.57  

中海石油炼化有

限责任公司 
72,316.70 31,232.92  

中海石油气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52,147.60 26,153.19  

中国海油下属公

司等其他关联方 
180,000.00 50,7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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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商品、接受

劳务 

中海石油炼化有

限责任公司 
656,476.70 317,044.88  

中国海洋石油有

限公司 
358,221.78 156,122.81  

海洋石油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633.87 238.73  

中国海洋石油渤

海有限公司 
25,852.90 6,129.04  

中海石油化工进

出口有限公司 
18,000.00 7,858.61  

中国海油下属公

司等其他关联方 
120,000.00 66,820.90  

确认的 

租赁收入 

中国海洋石油有

限公司 
61,622.78 12,554.49  

中国海洋石油南

海东部有限公司 
1,900.00 1,146.93  

中海石油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800.00 0.00  

中海油田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300.00 527.61  

中国海洋石油南

海西部有限公司 
150.00 82.38  

中国海油下属公

司等其他关联方 
1,500.00 1,092.79  

确认的租赁费 

中海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0 5,764.92  

中国海洋石油渤

海有限公司  
3,100.00 1,513.97  

中海油田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511.53 50.04  

中国海洋石油南

海西部有限公司  
1,200.00 619.62  

中国海洋石油集

团有限公司  
500.00 0.00  

中国海油下属公

司等其他关联方 
3,000.00 560.21  

金 融 服

务 

存款 

中海石油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184,948.91 

综 合

授信 
750,000.00 150,444.18 

服 务 700.00 1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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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融 资

租 赁

业务 
中海油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56,901.67 0.00 

服 务

费 
500.00 0.00 

合计   4,911,544.64 2,309,182.92   

注：上述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3、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类型 关联方 
2021 年预计

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2020 年 1-9

月实际发生

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出 售 商

品、提供

劳务 

中国海洋石

油有限公司 
2,250,330.31 63.29  1,143,603.90  55.53  

业务发展

需要 

海洋石油工

程股份有限

公司 

189,412.55 5.33  81,667.35  3.97  
业务发展

需要 

中海油田服

务股份有限

公司 

103,840.29 2.92  62,142.57  3.02  
业务发展

需要 

中海石油炼

化有限责任

公司 

73,039.87 2.05  31,232.92  1.52  
业务发展

需要 

中海石油气

电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52,669.08 1.48  26,153.19  1.27  
业务发展

需要 

中国海油下

属公司等其

他关联方 

135,000.00 3.80  50,742.44  2.46  
业务发展

需要 

采 购 商

品、接受

劳务 

中海石油炼

化有限责任

公司 

866,549.24 33.21  317,044.88  21.56  
业务发展

需要 

中国海洋石

油有限公司 
418,221.78 16.03  156,122.81  10.62  

业务发展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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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石油工

程股份有限

公司 

760.64  0.03  238.73  0.02    

中国海洋石

油渤海有限

公司 

31,023.48 1.19  6,129.04  0.42  
业务发展

需要 

中海石油化

工进出口有

限公司 

21,600.00 0.83  7,858.61  0.53  
业务发展

需要 

中国海油下

属公司等其

他关联方 

133,200.00 5.10  66,820.90  4.54  
业务发展

需要 

确认的租

赁收入 

中国海洋石

油有限公司 
45,936.37 1.29  12,554.49  0.61  

业务发展

需要 

中国海洋石

油南海东部

有限公司 

1,919.00 0.05  1,146.93  0.06    

中海石油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808.00  0.02  0.00  0.00    

中海油田服

务股份有限

公司 

303.00  0.01  527.61  0.03    

中国海洋石

油南海西部

有限公司 

151.50  0.00  82.38  0.00    

中国海油下

属公司等其

他关联方 

1,515.00 0.04  1,092.79  0.05    

确认的租

赁费 

中海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6,000.00 0.23  5,764.92  0.39    

中国海洋石

油渤海有限

公司  

3,162.00 0.12  1,513.97  0.10    

中海油田服

务股份有限

公司  

613.84  0.02  50.04  0.00    

中国海洋石

油南海西部

有限公司  

1,356.00 0.05  619.62  0.04    

中国海洋石

油集团有限

公司  

600.00  0.02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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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油下

属公司等其

他关联方 

3,150.00 0.12  560.21  0.04    

金

融

服

务 

存款 

中海石油财

务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0.00 80.00  184,948.91  71.75  
业务发展

需要 

综合

授信 
750,000.00 44.04  150,444.18  91.36  

业务发展

需要 

服务

费 
700.00 82.35  119.53  37.72    

融资

租赁

业务 
中海油国际

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80,000.00 100.00  0.00  0.00  
业务发展

需要 

服务

费 
800.00 100.00  0.00  0.00    

合

计 
    5,372,661.95   2,309,182.92     

注：上述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为公司的发起人之一，

目前直接持有公司 79.84%的股份，并通过全资子公司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海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1.81%的股份，合计共持有公司 81.65%

的股份。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中国海油成立于 1983 年 2 月 25 日，是经国务院批准进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

和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机构。中国海油的注册资本为 11,380,000.00 万元，实收资

本为 11,465,366.70 万元，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25 号，法定代表人为

汪东进，主要生产经营地为北京市，经营范围为组织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

油、页岩气勘探、开发、生产及销售，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和天然气的加工利用及

产品的销售和仓储，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管道管网输送，化

肥、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相关业务，为石油、天然气及其他地矿产品的

勘探、开采提供服务，工程总承包，与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和生产相关的科技

研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原油、成品油进口，补偿贸易、转口贸易；

汽油、煤油、柴油的批发（限销售分公司经营，有效期至 2022 年 02 月 20 日）；承

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机电产品国际招标；风能、生物质能、水合物、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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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太阳能等新能源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8,811,254.59 万元，净资产

78,134,045.92 万元，营业收入 75,085,732.03 万元，2019 年净利润 7,449,877.13 万

元，上述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中海投资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 22 日，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388,590.64 万元，实

收资本为 405,454.77 万元，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 6 号 6 层，法定代

表人为侯晓，主要生产经营地为北京市，中国海油持有其 100%的股权。该公司的

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资产受托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817,767.94 万元，净资产 740,524.60

万元，营业收入 364.67 万元，2019 年净利润 21,581.41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

审计。 

 

2、其他关联方 

（1）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董事长：汪东进 

注册资本：4,308,128.23 万元 

住所：香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65 层 

经营范围：从事原油、天然气及其他石油产品的勘探、开发、生产与销售活

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75,773,100 万元，净资产 44,822,600

万元 ，营业收入 23,319,900 万元，2019 年净利润 6,104,500 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经审计。 

 

（2）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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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法定代表人：于毅 

注册资本：442,135.48 万元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82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202-F105

室 

经营范围：工程总承包；石油天然气（海洋石油）及建筑工程的设计；承担石

油天然气工程的规划咨询、评估咨询；承担各类海洋石油建设工程的施工和其它海

洋工程施工；陆地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承担各种类型的钢结构、网架工程的制作与

安装；压力容器设计与制造、压力管道设计；电仪自动化产品的研发、制造及销售；

质量控制和检测、理化、测量测绘及相关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

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承包境外海洋石油工程和境内国

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工程所

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国内沿海普通

货船运输；国际航线普通货物运输；自有房屋租赁；钢材、管件、电缆、阀门、仪

器仪表、五金交电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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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185,654.29 万元，净资产

2,267,283.58 万元，营业收入 1,471,039.43 万元，2019 年净利润 2,864.63 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3）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法定代表人：齐美胜 

注册资本：477,159.20 万元 

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海川路 1581 号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国内沿海普通货船、成品油船及渤海湾内港口间原油船运输；天津水域高速客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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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普通货运（限天津分公司经营）；为石油、天然气及其他地质矿产的勘察、勘

探、开发及开采提供服务；工程勘察、岩土工程和软基处理、水下遥控机械作业、

管道检测与维修、定位导航、测绘服务、数据处理与解释、油气井钻凿、完井、伽

玛测井、油气井测试、固井、泥浆录井、钻井泥浆配制、井壁射孔、岩芯取样、定

向井工程、井下作业、油气井修理、油井增产施工、井底防砂、起下油套管、过滤

及井下事故处理服务；上述服务相关的设备、工具、仪器、管材的检验、维修、租

赁和销售业务；泥浆、固井水泥添加剂、油田化学添加剂、专用工具、机电产品、

仪器仪表、油气井射孔器材的研制；承包境外工程项目；机电、通讯、化工产品（危

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进出口业务；为油田的勘探、开发、生产提供船舶服务、

起锚作业、设备、设施、维修、装卸和其他劳务服务；船舶、机械、电子设备的配

件的销售；环保工程服务；环保设备研发、制造、租赁、销售；环保工艺设计；环

保作业场站建设和环保作业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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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7,610,183.82万元，净资产3,691,027.72

万元，营业收入3,113,515.00万元，2019年净利润252,801.53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经审计。   

 

（4）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法定代表人：王少飞 

注册资本：1,899,545.506363 万元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25 号 

经营范围：汽油、煤油、柴油的批发业务（有效期至 2023 年 06 月 26 日）；

汽油、煤油、柴油的仓储业务(有效期至 2023 年 06 月 26 日)；原油仓储业务（有

效期至 2023 年 07 月 30 日）；石化产品的生产、销售、仓储；进出口业务；石油

炼制及石油化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488,277.10 万元，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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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3,541.68 万元，营业收入 23,491,575.33 万元，2019 年净利润 320,391.41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5）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法定代表人：武文来 

注册资本：3,565,913.337769 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南街 6 号院 C 座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组织和管理以下经营项目：石油天然气[含液化

天然气（ＬＮＧ）]、油气化工有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咨询；石油天然气[含

液化天然气（ＬＮＧ）]工程设计、开发、管理、维护和运营有关的承包服务；石

油天然气及其副产品的加工、储运、利用和销售；石油天然气管网建设、管理和运

营；煤层气、煤化工项目的开发、利用及经营管理；电力开发、生产、供应及相关

承包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咨询；自营和代理液化天然气（ＬＮＧ）及油气

相关产品、相关设备和技术及劳务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利用及相关业务；船舶租赁；

以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批发（无存储、租赁仓储及物流行为）工业生产二类 1 项

易燃气体（剧毒、监控、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除外）；技术转让；机械设备租赁。（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5,233,701.49 万元，净资产

4,697,300.31 万元，营业收入 10,630,789.80 万元，2019 年净利润 72,766.58 万

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6）中海石油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法定代表人：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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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13,243.043124 万元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 6 号 13 层 

经营范围：成品油（柴油、汽油、航空煤油、蜡油、石脑油、燃料油等）国营

贸易进口经营业务；成品油及其他化学品共计 73 种（有效期至 2021-12-05）；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经济

贸易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6,875,439.86 万元，净资产

1,177,605.57 万元，营业收入 35,662,861.25 万元，2019 年净利润 266,263.38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7）中国海洋石油渤海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法定代表人：张德林 

注册资本：315,968.6586 万元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渤海石油路 688 号 

经营范围：为石油、天然气开采提供工程技术服务与劳务；人力资源服务；房

屋租赁；场地租赁；仓储（危险品、煤炭及有污染性货物除外）；汽车租赁；道路

货运经营；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服务；文化技术服务；油田生产配套

服务；船舶代理；标牌制作、安装；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单位

后勤管理服务；档案管理；房屋修缮；办公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维修；花木租摆、

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农贸市场经营与管理；电梯维修、保养；家用空调维修、保

养；停车场管理；机械设备调试、维修及后勤支持服务；物业管理；物资销售；培

训；餐饮；住宿；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网络服务；五金、交电、光电设备、仪表仪器、

建筑建材、办公用品批发兼零售；机电设备的检测、检验、评估、安装；锅炉清洗；

管系维修、防腐保温；照相器材、文体用品、钢材、办公用品、日用百货、酒、食

品批发兼零售；烟零售；美术装潢；承办展览；生产性废旧金属、废旧塑料包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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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生活用品回收利用；广告业务；游泳馆；水电热工程技术服务；供水、供电、

热力生产和供应；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质检技术服务；土木工程建筑；

锅炉维修；居民服务业；环保工程设计、施工；市政工程；土地登记代理服务；制

冷设备销售、安装、维修；生活设备安装、维修、保养；机电设备、通风设备、空

调设备、热泵及供热设备、节能设备、环保设备、照明设备、耐火材料、消防设备

及器材、电线电缆的销售；房地产中介服务；再生资源回收（不含固体废物、危险

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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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85,240.49 万元，净资产 217,841.07

万元，营业收入 68,813.88 万元，2019 年净利润 8,642.76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

审计。 

  

（8）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法定代表人：黄鸿光 

注册资本：213,889.8737 万元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 16 号 2 楼 

经营范围：为南海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加工和产品销售提供有

关的技术和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

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物业管理；物业租赁，物业设施维修与保养，物业

设施防腐；园艺绿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市政设施维修与维护工程施工；咨询与调查；

职业技能培训；基础建设及维修工程；票务代理；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五级）；

承装水设施安装、维修、维护；海上设备维修；电器及办公设备维修；环境卫生、

绿化管理；清洁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办公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车辆服务；工

程管理服务；养老服务；保安服务。仓储、住宿业、餐饮业（由分支机构另办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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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28,746.94 万元，净资产 213,864.58

万元，营业收入 39,660.05 万元，2019 年净利润-6,497.4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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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   

 

（9）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法定代表人：段成刚 

注册资本：32,320.115 万元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 168 号 

经营范围：南海东部海域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生产的技术服务；通

用设备修理；其他机械与设备租赁；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其他房地产业及物业管

理；后勤管理服务、会议室及展览服务；旅业及餐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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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40,004.12 万元，净资产 36,331.07

万元，营业收入 8,515.65 万元，2019 年净利润 1,447.86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

审计。 

        

（10）中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法定代表人：朱玉明 

注册资本：587,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25 号 

经营范围：宾馆（限中海实业公司燕郊基地分公司经营有效期至 2021 年 05 月

03 日）；餐饮服务；普通货运；销售化工产品；集中养老服务；物业管理；会议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劳务服务；房屋租赁与维修；有线通讯设备

安装、施工；系统调试、维护、检修；计算机网络设计、安装、维护；信息系统设

计、开发与维护；科技档案管理；弱电工程设计、施工及安装；石油勘探设备及配

件加工；中央空凋管道系统清洗；排污系统清洗；餐厅烟道清洗；汽车租赁；信息

咨询服务；船只的专业清洗消毒检测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仪器仪表、汽车零配件、

家用电器、日用品、机械设备、电气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房地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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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专业设计服务；酒店管理；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餐饮服务、销售化工产品、集

中养老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968,653.91 万元，净资产 765,590.04

万元，营业收入 177,859.97 万元，2019 年净利润 10,110.74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经审计。 

 

（11）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法定代表人：陈浩鸣 

注册资本：400,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25 号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

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

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

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

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

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16,449,665.61 万元，净资产

人民币 1,129,126.67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189,973.14万元，2019年净利润人民

币 134,594.81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12）中海油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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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为：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50%，Oversea Oil & Gas Corporation，

Ltd.（海外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50% 

法定代表人：侯晓 

注册资本：270,000.00 万元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呼伦贝尔路 426 号铭海中心 4 号楼-3、

7-803-103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

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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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1,598,748.51 万元，净资产人

民币 346,457.29 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97,662.80 万元，2019 年净利润人民币

25,120.19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3、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主要关联方为中国海油系统内单位。中国海油贯彻“两金”压控工作要

求，优化关联交易内部确认和支付时点，持续提升结算效率，加快资金周转。同

时建立协调机制，对于债权债务清晰且无正当理由不及时结算的单位，集团公司

职能部门将采取必要措施，推动强行结算。因此关联方履约能力良好，履约风险

较小。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与定价原则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类 

（1）服务定价原则 

在定价原则方面，公司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没有实质性差异，适用统一的

定价原则，确保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公正、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两大类，在销售商品关联收入方面，主要

通过与商品政府指导价或市场交易价格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定价公允性；在提供劳

务关联收入方面，有可比交易的主要通过与非关联方的可比交易的毛利率进行比

较，没有可比交易的主要通过与交易对方的外部供应商的服务费率进行比较，分

析定价公允性。关于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公允性，分析方法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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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类 主要内容 定价原则 公允性分析 

销售商品 
柴油、液化石

油气 等 

参考政府指导价或

市场价格，例如根据

市场可比  价格信息

动态调整油气  副产

品销售价格 

向关联方、非关联

方同时销售商品以  

柴油为主，价格、 毛

利率基本一致 

提

供

劳

务 

FPSO 
FPSO 生产技术

服务 

使用投资回报法定

价，即基于实际发生

成本，以内部收益 率

倒推日租金 

长期合同，按照内

部收益率定价，费  

率清晰、较为稳定 

服务类业务（同

时向关联方和

非 关联方提供

相同服务） 

基 础 网 络 运 营 

服务、溢油应急

响应 服务等 
成本加成为主，根据

具 体成本测算信息，

制定 合理利润率 

向关联方、非关联

方提供服务的毛利  

率、费率变动情况  

一致 

服务类业务（不

同时向关联方

和 非关联方提

供相 同服务） 

终 端 装 备 清 洗 

维护、废弃物回

收处置服务、配

餐后勤 服务等 

与主要交易对方的  

外部供应商的服务  

费率无明显差异 

（2）协议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系日常业务，具体协议要待实际发生时签订，因此交易具体价格、

款项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主要条款在协议签订时方可确定。 

 

2、金融服务类 

（1）服务定价原则 

存款服务：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利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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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同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存款基准利率（如有）

及一般商业银行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厘定。 

贷款服务：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贷款（综合授信）服

务的利率，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同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基准

利率（如有）及一般商业银行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并按一般商业条款

厘定。 

其他金融服务：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

收取的手续费，凡中国人民银行或银保监会有收费标准规定的，按收费标准收取服务

费；没有规定的，参照一般商业银行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并按一般

商业条款厘定。 

融资租赁业务：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参考公开市场价格确定。 

（2）服务内容 

存款服务：2021 年度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将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向公司及

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日均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 

综合授信：2021 年度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每年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综

合授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保函等），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

人民币 750,000 万元。 

其他金融服务：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付款和收款等

结算服务、委托贷款服务、保函业务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辅助服务等金融

服务，2021 年度收取的服务手续费不超过人民币 700 万元。 

（3）协议情况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短期授信额度协议》及其他金融服务相关协议在该事

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依据公司业务实际情况签署。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存在较高比例的关联交易，主要是由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开采海洋

石油的专营制度、中国海油的发展历史以及交易双方的市场地位所决定的。关联交

易一方面保证了中国海洋石油油气勘探开发业务的快速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

求；另一方面也为公司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服务市场，有助于公司的业务运作及增长，

其存在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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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权事项 

为提高管理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执行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审核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授权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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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海油发展董事会提名，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曹树杰先生、戴照辉先生任海油

发展董事。 

被提名董事候选人曹树杰先生、戴照辉先生均具备担任董事职务的资格和能力，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被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相关候选人简历详见附

件）。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

东代表审议。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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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曹树杰先生简历 

曹树杰先生，中国国籍，1964 年出生，1987 年获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开发系钻井

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天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1987 年加入中国海油；

2010 年 3 月至 2016 年 11 月任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任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6 月任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CEO）、总裁、党委副书记；2020 年 6 月至

今任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总经

理。 

 

 

2、戴照辉先生简历 

戴照辉先生，中国国籍，1969 年出生，1992 年获西南石油学院石油储运专业大

学本科学历，2009 年获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领域工程专业硕士学位。1992

年加入中国海油；2009 年 2 月至 2014 年 4 月任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

司辽东作业区经理兼党委书记；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渤海石油管理局（有限

天津分公司）辽东作业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2017 年 3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任中国

海洋石油东海石油管理局（有限上海分公司）副局长（副总经理）；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任中国海洋石油东海石油管理局（有限上海分公司）副局长（副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6 月任中国共产党中国海洋石油东海地区工作委

员会副书记，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20

年 6 月任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组织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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