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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8            证券简称：海油发展           公告编号：2019-008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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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

双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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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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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联董事霍健先生、张武奎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

议案。  

（2）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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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500.00 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因此本次关联

交易还须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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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协议，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

需，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

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关于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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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认为：公司

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

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互惠双赢，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

会审议。 

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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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预计

金额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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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155.69  

未对 2018 年关联交

易情况进行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业务根据

相关管理制度执行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6,340.28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67,890.46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59,009.03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366.34  

中国海油下属公司等其他关联方        59,383.70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562,823.91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78,722.39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9,901.64  

中国海洋石油渤海有限公司        15,439.26  

中海石油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14,295.23  

中国海油下属公司等其他关联方        34,058.19  

确认的租赁收

入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16,224.98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有限公司         1,605.98  

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341.71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928.19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有限公司           133.77  

中国海油下属公司等其他关联方            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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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的租赁费 

中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4,479.54  

中国海洋石油渤海有限公司          4,258.98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146.28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有限公司          1,023.84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865.37  

中国海油下属公司等其他关联方           466.96  

合计     2,705,9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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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类型 关联方 2019 年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19 年 1-6 月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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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4,000.00 50.09 689,176.29 1,404,155.69 48.46 业务发展需要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33,000.00 4.15 54,563.21 116,340.28 4.02 业务发展需要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85,000.00 2.65 38,060.05 67,890.46 2.34 业务发展需要 

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68,000.00 2.12 24,615.63 59,009.03 2.04 业务发展需要 

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6,000.00 1.12 16,076.25 31,366.34 1.08 - 

中国海油下属公司等其他关联方 68,000.00 2.12 26,813.24 59,383.70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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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6 280,502.25 562,823.91 27.6 业务发展需要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326,000.00 14.15 133,374.56 278,722.39 13.67 业务发展需要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0 1.56 149.83 29,901.64 1.47 - 

中国海洋石油渤海有限公司 19,000.00 0.82 4,214.41 15,439.26 0.76 - 

中海石油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17,000.00 0.74 4,839.03 14,295.23 0.7 - 

中国海油下属公司等其他关联方 105,000.00 4.56 39,724.81 34,058.19 1.67 业务发展需要 

确认的租赁收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19,000.00 0.59 5,020.02 16,224.98 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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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有限公司 2,000.00 0.06 821.38 1,605.98 0.06 - 

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 0.06 - 1,341.71 0.05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0.05 303.34 928.19 0.03 -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有限公司 500 0.02 55.26 133.77 0 - 

中国海油下属公司等其他关联方 2,000.00 0.06 587.47 60.91 0 - 

确认的租赁费 

中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0.26 1,742.36 4,479.54 0.22 - 

中国海洋石油渤海有限公司 5,000.00 0.22 863.65 4,258.98 0.21 -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0.07 97.01 1,146.28 0.06 -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有限公司 1,500.00 0.07 320.8 1,023.84 0.05 -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4,500.00 0.20 1,456.94 865.37 0.04 - 

中国海油下属公司等其他关联方 1,000.00 0.04 190.88 466.96 0.02 - 

合计 3,201,500.00  1,323,568.67 2,705,922.63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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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为本公司的发起人之一，

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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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持有本公司 1.81%的股份，合计共持有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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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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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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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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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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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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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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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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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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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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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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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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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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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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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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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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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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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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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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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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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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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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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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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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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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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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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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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定价策略和定价依据 

在定价原则方面，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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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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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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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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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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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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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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公司管理层

具体执行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审核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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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