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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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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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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 

十、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市通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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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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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 日 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3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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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 

 

5. 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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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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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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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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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1,544.64 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本次关联交

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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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预

计金额 

2019 年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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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4,000.00 1,732,763.96 业务发展需要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33,000.00 150,029.74 业务发展需要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85,000.00 85,676.81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68,000.00 60,263.92 业务发展需要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6,000.00 42,372.08  

中国海油下属公司等其他关

联方 
68,000.00 94,6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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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000.00 542,555.91 业务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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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326,000.00 272,436.75 业务发展需要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0 319.87 业务发展需要 

中国海洋石油渤海有限公司 19,000.00 22,123.71  

中海石油化工进出口有限公

司 
17,000.00 13,825.39  

中国海油下属公司等其他关

联方 
105,000.00 109,741.90  

确认的租赁收

入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19,000.00 53,483.20 业务发展需要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有限

公司 
2,000.00 1,853.15  

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 560.63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292.12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有限

公司 
500.00 127.04  

中国海油下属公司等其他关

联方 
2,000.00 1,137.41  

确认的租赁费 

中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4,683.82  

中国海洋石油渤海有限公司  5,000.00 2,970.93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439.21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有限

公司  
1,500.00 1,053.82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4,500.00 462.80  

中国海油下属公司等其他关

联方 
1,000.00 2,912.81  

金融

服务 

存款 

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 146,601.40  

综合

授信 
700,000.00 679,111.92 业务发展需要 

服务

费 
                     

-    
345.86  

融 资

租 赁

业务 

中海油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    
7,078.04 

相关协议于 2014

年、2016 年审议并

签署，2019 年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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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协议正常履行 

合计   4,051,500.00 4,029,915.54   

 

注：上述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3、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类型 关联方 
2020 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19 年实际发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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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9,859.76 56.94% 1,732,763.96 51.81% 业务发展需要 

海洋石油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187,537.18 5.21% 150,029.74 4.49% 业务发展需要 

中海油田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102,812.17 2.86% 85,676.81 2.56% 业务发展需要 

中海石油炼化有

限责任公司 
72,316.70 2.01% 60,263.92 1.80% 业务发展需要 

中海石油气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52,147.60 1.45% 42,372.08 1.27% 业务发展需要 

中国海油下属公

司等其他关联方 
180,000.00 5% 94,691.36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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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476.70 20.92% 542,555.91 22.79% 业务发展需要 

中国海洋石油有

限公司 
358,221.78 11.42% 272,436.75 11.45% 业务发展需要 

海洋石油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633.87 0.02% 319.87 0.01%   

中国海洋石油渤

海有限公司 
25,852.90 0.82% 22,123.71 0.93%   

中海石油化工进

出口有限公司 
18,000.00 0.57% 13,825.39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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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油下属公

司等其他关联方 
120,000.00 3.82% 109,741.90 4.61% 业务发展需要 

确认的租赁收入 

中国海洋石油有

限公司 
61,622.78 1.71% 53,483.20 1.60% 业务发展需要 

中国海洋石油南

海东部有限公司 
1,900.00 0.05% 1,853.15 0.06%   

中海石油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800.00 0.02% 560.63 0.02%   

中海油田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300.00 0.01% 292.12 0.01%   

中国海洋石油南

海西部有限公司 
150.00 0.00% 127.04 0.00%   

中国海油下属公

司等其他关联方 
1,500.00 0.04% 1,137.41 0.03%   

确认的租赁费 

中海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0 0.16% 4,683.82 0.20%   

中国海洋石油渤

海有限公司  
3,100.00 0.10% 2,970.93 0.12%   

中海油田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  
511.53 0.02% 439.21 0.02%   

中国海洋石油南

海西部有限公司  
1,200.00 0.04% 1,053.82 0.04%   

中国海洋石油集

团有限公司  
500.00 0.02% 462.80 0.02%   

中国海油下属公

司等其他关联方 
3,000.00 0.10% 2,912.81 0.12%   

金融

服务 

存款 

中海石油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80.00% 146,601.40 30.86% 业务发展需要 

综合授

信 
750,000.00 61.61% 679,111.92 97.81% 业务发展需要 

服务费 700.00 82.35% 345.86 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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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

赁业务 中海油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56,901.67 100.00% 7,078.04 100% 业务发展需要 

服务费 500.00 100.00% - 100%   

合计   4,911,544.64  4,029,915.54    

 

注：上述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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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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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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5,366.7 万元，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25 号，法定代表人

为杨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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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1,655,787.88 万元，净资产

73,187,334.42 万元，2018 年净利润 7,214,3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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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生产经营地为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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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701,883.84 万元，净资产 654,8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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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8 年净利润 14,8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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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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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67,877,900.00 万元，净资产

41,736,500.00 万元 ，营业收入 22,436,400.00 万元，净利润 5,268,800.00 万元，上

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2）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中国海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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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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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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014,920.06 万元，净资产 2,290,443.98

万元，营业收入 1,105,212.12 万元，净利润 7,9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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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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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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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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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7,468,700.46 万元，净资产 3,467,740.59 

万元，营业收入 2,194,587.76 万元，净利润 8,8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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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何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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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899,5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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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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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13,359,554.67 万元，净资产 7,527,283.06

万元，营业收入 25,470,877.97 万元，净利润 820,59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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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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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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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15,237,244.26 万元，净资产 4,482,194.52

万元，营业收入 10,188,618.70 万元，净利润 275,5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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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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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6,571,744.78 万元，净资产 1,069,084.66

万元，营业收入 34,092,369.83 万元，净利润 302,77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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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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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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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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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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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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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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71,132.51 万元，净资产 183,681.27

万元，营业收入 99,846.66 万元，净利润-58,3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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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杨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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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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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56,764.14 万元，净资产 161,140.17

万元，营业收入 44,367.35 万元，净利润-22,061.66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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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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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49,326.85 万元，净资产 45,224.15 万

元，营业收入 14,554.91 万元，净利润：2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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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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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类制售、含凉菜）（限中海实业公司燕郊基地分公司经

营）；普通货运；物业管理；会议服务；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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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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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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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997,567.14 万元，净资产 755,565.22

万元，营业收入 144,001.59 万元，净利润-1,17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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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为：中国海油（持有 62.9%股权）、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持有

31.8%股权）、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3.53%股权）、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 1.77%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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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15,678,456.91 万元，净资产人

民币 1,033,360.8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207,571.07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28,1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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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为：中国海油 50%，Oversea Oil & Gas Corporation，Ltd.（海外石油

天然气有限公司）50% 

法定代表人：周炯 

注册资本：270,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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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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人民币￥1,853,541.28  万元，净资产

人民币￥329,058.5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89,266.51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8,6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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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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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分类 主要内容 定价原则 公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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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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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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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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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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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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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最高余额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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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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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金融服务协议在该事项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 

《港作拖轮售后回租合同》于 2014 年 9 月依据公司管理审批权限审批通过后

签署，租赁期限为 96 个月，2022 年 9 月到期。租赁物为“海洋石油 521”和“海

洋石油 522”，租赁方式为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出租人为中海油国际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承租人为中海油珠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融资金额为 12,400 万元。2020 年

本金和利息为 2,057.31 万元。 

《“海油石油 118”船上设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于 2016 年 9 月依据公司

管理审批权限审批通过后签署，租赁期限为五年，2021 年 9 月到期。租赁物为“海

洋石油 118”船上部分设备，租赁方式为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出租人为中海油国际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承租人为公司，融资金额 23,000 万元。2020 年本金和利息为

4,844.3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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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金融服务相关协议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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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授权事项 

为提高管理效率，提请批准前述额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并授权公司管理

层具体执行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审核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授权有效

期自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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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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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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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保证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

代表予以审议。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5 日 

http://www.sse.com.cn）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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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提高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

决策水平，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董事会

议事规则》。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

代表予以审议。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5 日 

http://www.sse.com.cn）的《董事会议事规则》（2020
http://www.sse.com.cn）的《董事会议事规则》（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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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提高监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

决策水平，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监

事会议事规则》。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

代表予以审议。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5 日 

 

http://www.sse.com.cn）的《董事会议事规则》（2020
http://www.sse.com.cn）的《董事会议事规则》（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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