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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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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5]2500 号文核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或“公司”或“中国石化”）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不超过 500 亿元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简称“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5 石化 01（136039）、15 石化 02（136040）。 

四、发行主体：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200 亿元。其中，3 年期品

种（以下简称“品种一”）的发行总额为 160 亿元；5 年期品种（以

下简称“品种二”）的发行总额为 40 亿元。 

六、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按不同期限分为两个品种，分别为 3年

期固定利率品种和 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 

七、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共同协商确定，并经监管部门备案后确

定为 3 年期品种 3.30%和 5 年期品种 3.70%，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

变。 

八、债券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元。 

九、发行价格：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十、起息日：本期债券品种本期债券品种一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11 月 19 日，在该品种存续期限内，在该品种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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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日；品种二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11 月 19 日，

在该品种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11 月 19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日。 

十一、付息日：本期债券品种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期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1 月 19 日；品种二的付息日期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十二、兑付日：本期债券品种本期债券品种一的兑付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19 日；品种二的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

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

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三、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

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

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

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四、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五、信用等级：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十六、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十七、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

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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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上中下游一体化、石油石化主

业突出、拥有比较完备销售网络、境内外上市的股份制企业。中国石

化是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独

家发起方式于 2000 年 2 月 25 日设立的股份制企业。中国石化 167.8

亿股 H 股股票于 2000 年 10 月 18、19 日分别在香港、纽约、伦敦三

地交易所成功发行上市；2001 年 7 月 16 日在境内成功发行 28 亿股 A

股，并于 2001 年 8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中国石化是中国最大的一体化能源化工公司之一，主要从事石油

与天然气勘探开采、管道运输、销售；石油炼制、石油化工、煤化工、

化纤及其它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储运；石油、天然气、石油产品、

石油化工及其它化工产品和其它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

务；技术、信息的研究、开发、应用。 

 

二、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2016 年，发行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一体化

优势，扬长补短，不断增加对社会石油石化产品服务的有效供给，实

现了经济效益和资产效率的较大提升。上游业务坚持高效勘探开发，

取得了一批新发现，坚持干效益活、产效益油，压减高成本原油产量，

有效控制了生产成本，持续改善能源结构，大力增产页岩气，境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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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产量达到 216 亿立方米，中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涪陵气田建成

70 亿立方米/年产能，不断扩大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的天然气供

应。下游业务不断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抓住市场机遇创造佳

绩。炼油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产品结构，推广应用一批新技术，进一

步降低柴汽比，努力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保障了全国范围内国 V

标准车用汽柴油以及北京地区京 VI 标准成品油的质量升级和供应，

同时推进落后和低效产能退出。化工坚持“基础+高端”发展，三大

合成材料高端产品比例进一步提高，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强化产销

研用一体化，努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销售紧贴市场发挥网

络优势，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加清洁友好的高标号汽油，积极推广新兴

业务，不断丰富新的业态和品类，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新兴业务

交易额增长 41%，打造综合服务商迈出新步伐。 

（1）勘探及开发 

2016 年，面对低油价形势，公司上游板块战寒冬、控成本、补

短板，以发现低成本优质规模储量为主攻方向，保持勘探力度，在新

疆塔河、广西北部湾海域及内蒙古银额盆地等地区取得石油勘探新发

现；在四川盆地永川探区取得页岩气勘探新发现。在开发方面，突出

效益导向，调整开发结构，强化成本费用管控，大力压减低效原油产

量和高成本措施；全面推进涪陵页岩气二期产能建设项目，提高天然

气产量。同时，完成川气东送管道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资产运

营效益。全年油气当量产量 431.29 百万桶，其中，境内原油产量同

比下降 14.6%，天然气产量同比增加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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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炼油 

2016 年，公司提前完成国 V 标准车用汽柴油质量升级，并积极

推进京 VI 标准成品油的质量升级；大力调整产品结构，提高汽油（特

别是高标号汽油）和煤油产量，柴汽比进一步下降到 1.19；主动应对

市场资源供应充裕带来的挑战，保持了较高的加工负荷；发挥国际贸

易的优化保障优势，降低原油采购成本，适度增加成品油出口；充分

发挥集中营销优势，液化气、沥青等产品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年

加工原油 2.36 亿吨，生产成品油 1.49 亿吨，同比增长 0.53%，其中，

汽油产量增长 4.4%，煤油产量增长 4.6%。 

（3）营销及分销 

2016 年，公司积极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充分发挥一体化和营销

网络优势，实现了良好的经营效益。统筹优化内外部资源，保持了经

营总量和零售规模的持续增长；灵活调整营销策略，提升有效供给，

高标号汽油零售比例进一步扩大；完善营销网络，加快加油站和成品

油管道布局建设；大力发展车用天然气业务，推进加气站建设和投运，

车用天然气经营量同比增长 25%。全年成品油总经销量 1.95 亿吨，

其中境内成品油总经销量 1.73 亿吨。同时，提高新兴业务经营规模

和效益，推动新兴业务持续快速发展。新兴业务交易额人民币 351 亿

元，同比增长 41.4%。 

（4）化工 

2016 年，公司坚持“基础+高端”的发展思路，提高有效供给。

深化生产运行优化，根据边际效益贡献和毛利水平优化排产和装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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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化原料结构优化，降低化工原料成本；深化产品结构优化，根

据市场需求多产适销对路和高附加值产品；密切产、销、研、用结合，

加大高附加值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推广力度，取得了良好效果。全

年乙烯产量 1,105.9 万吨，合成纤维差别化率达到 86.5%，合成树脂

新产品和专用料比例达到 61.4%。坚持低库存运作，充分发挥市场网

络优势，实施差别化营销策略，全年化工产品经营总量为 6,996 万吨，

同比增长 11.3%，实现了全产全销。 

（5）科技开发 

2016 年，公司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发挥科技的支撑引

领作用，不断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取得明显成效。上游方面，深化页

岩气勘探技术攻关，在重庆永川实现页岩气重大突破；塔中北坡奥陶

系油气成藏理论认识和勘探技术取得突破，支撑了顺北油气田的发

现。炼油方面，催化柴油转化生产高辛烷值汽油等技术实现推广应用。

化工方面，合成气制乙二醇、丁二烯尾气选择加氢等技术实现工业转

化；煤制低碳烯烃、烯烃催化裂解等成套技术实现推广应用；开发了

环保型高刚高韧聚丙烯树脂、高性能医卫用丙纶无纺布专用树脂等新

产品。全年申请境内外专利 5,612 件，获得境内外专利授权 3,942 件；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4 项；获中国专利金奖 1 项、优秀奖 9 项。 

（6）健康、安全、环境 

2016 年，公司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重大安全风险

识别与防控，完成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治工作，持续推进罐区隐患整

治，强化现场安全监督管理，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规范劳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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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员工健康。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构建了更为严格规范的

环保管理体系，顺利完成了“碧水蓝天”环保专项行动，全面完成主

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与上年相比，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1.59%；工业取水量同比减少 1.1%；外排废水 COD 量同比减少 3.86%；

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比减少 4.84%；危险化学品和“三废”妥善处置率

达到 100%。详细信息参见公司可持续发展进展报告。 

（7）资本支出 

2016 年，公司注重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不断优化投资项目，全

年资本支出人民币 764.56 亿元。勘探及开发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321.87 亿元，主要用于涪陵页岩气、元坝气田产能建设，广西、天津

LNG项目以及境外油气项目建设等；炼油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143.47

亿元，主要用于汽柴油质量升级、炼油结构调整及挖潜增效改造项目

建设；营销及分销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184.93 亿元，主要用于加油

（气）站挖潜改造、成品油管网、油库设施建设以及安全隐患等专项

治理；化工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88.49 亿元，主要用于装置原料和产

品结构调整以及宁东和中天合创煤化工项目投资；总部及其他资本支

出人民币 25.8 亿元，主要用于科研装置及信息化项目建设。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情况 

2016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额及其他经营收入为人民币 19,309 亿

元，与 2015 年相比降低 4.4%。营业收入的降低主要归因于 2016 年

石油、石化产品价格下跌。2016 年，发行人营业成本 14,921.6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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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5 年相比降低 6.5%。2016 年，发行人实现经营收益 594.44 亿

元，与 2015 年相比增长 35.9%；实现净利润 594.44 亿元（其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66.72 亿），比上年 437.98 亿元增长

35.7%。 

主营业务分板块构成情况 

 

营业收入

（人民币

百万元） 

营业成本

（人民币

百万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勘探及

开发 
115,939 128,469 -15.3 -16.4 9.8 -26.5 

炼油 855,786 556,081 9.1 -7.6 -15.5 4.6 

营销及

分销 
1,052,857 961,907 8.4 -4.9 -5.9 1 

化工 335,114 289,572 13 1.9 -0.2 1.7 

其他 739,947 726,449 1.8 -5.6 -6.2 0.7 

抵销分

部间销

售 

-1,168,732 -1,170,31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1,930,911 1,492,165 10.7 -4.4 -6.5 1.3 

注：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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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500 号”文

核准，于 2015年 11月 19日至 2015年 11月 20日公开发行了 2,00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汇入发行人开设的账户内。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拟将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债券披露使

用用途专款专用。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全部募集资金已使用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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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6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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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正式起息。 

发行人已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支付本期公司债券 2015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8 日期间的应付利息 67,600 万元。 

发行人拟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支付本期公司债券 2016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8 日期间的应付利息 67,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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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公司 15 石化 01 和 15 石化 02 的受托管理人，中金公司对公

司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

关注公司的资信状况、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

对公司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进行监督。

中金公司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及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 

2016 年度，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未出现变更和补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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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16 

第八章 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的变

动情况 

 

2016 年度内，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无变动，为苗文学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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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2016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7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