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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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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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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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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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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1 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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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院 2 号楼望京凯悦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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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 关于 2019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及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4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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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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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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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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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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865,104,199 股，并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本次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10,165,104,199 元，已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G11573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的有关条款

进行修订，具体修改情况请见以下变更新旧对照表。 

 

原章程条款 本次修订后章程条款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万股，于【】年

【】月【】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1,865,104,199 股，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四条 公司的名称： 

中文名称：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英文名称：CNOOC Energy Technology 

& Services Limited 

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

6 号海油大厦 

第四条 公司的名称： 

中文名称：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NOOC Energy Technology & 

Services Limited 

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 6

号 

邮政编码：100027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

元。 

第 五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0,165,104,1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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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为各类能

源公司提供富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和

服务，建设国际一流的综合型能源技术

服务公司。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致力于打造

集技术研发、产品制造、专业化技术服务

于一体，以能源行业服务为主，多元产业

协调发展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能源技术

服务公司。 

 

第十八条 公司的发起人为中国海油和

海油投资。公司发起设立时，中国海油

以经评估后的中海石油基地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净资产出资；中海投资以现金

出资。 

第十八条 公司的发起人为中国海油和中

海投资，中国海油认购公司 58.67 亿股股

份，中海投资认购公司 1.33 亿股股份，

出资时间为 2008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发起

设立时，中国海油以经评估后的中海石油

基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出资；中海

投资以现金出资。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万股，

均为普通股。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的 股 份 总 数 为

10,165,104,199 股，均为普通股。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

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章程

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 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

并； 

(三) 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 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

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

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

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

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章程的规

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 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

并； 

（三） 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 

（四） 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

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

份的；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 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权权益

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

份。 

第二十四条 公司因前条第（一）项至

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依照前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第二十四条 公司因前条第（一）项、第

（二）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

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前条第（三）项、

第（五）项、第（六）项的原因收购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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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

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

（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

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前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

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 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

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

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 

司股份的，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但

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

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前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

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

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

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

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在 3 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

以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 要约方式； 

(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和中

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

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

交易方式进行。 

第三十一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分配

股利、清算及从事其他需要确认股东身

份的行为时，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召集

人决定某一日为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

日结束时的在册股东为享有相关权益

的股东。 

第三十一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分配股

利、清算及从事其他需要确认股东身份的

行为时，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召集人确定

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股东为享有相关权益的股东。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

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工作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

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

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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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

案和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

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

决议； 

（八）对公司发行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清

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决议；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

定的担保事项； 

（十二）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

所作出决议；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

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 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

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规定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和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

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

议； 

（八）对公司发行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

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决议；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

的担保事项； 

（十二）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作出决议；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

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事项； 

（十四）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提

供担保、获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

务的债务除外)金额在 3000万元以上(含本

数)，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含本数)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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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十五）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六）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七）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

为公司住所地办公室或董事会决定的

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

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并将按网

络投票系统服务机构的规定及其他有

关规定进行股东身份认证。股东通过上

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四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通知载明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

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股东参

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

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

内容： 

（一） 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

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

容： 

（一） 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

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第五十九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

有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本章程行使表决权。 

第五十九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

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本章程行使表决权。 

第七十二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

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会议记录记载以下

内容： 

（一） 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

第七十二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由

董事会秘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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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姓名或名称； 

（二） 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

议的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姓名； 

（三）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

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 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

要点和表决结果； 

（五） 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

应的答复或说明； 

（六） 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 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

的其他内容。 

第七十三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

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出席会议的董

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

表、会议主持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

名。会议记录应当与现场出席股东的签

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托书、网络及其他

方式表决情况的有效资料一并保存，保

存期限不少于 10 年。 

第七十三条 召集人应当保证会议记录内

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第七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

别决议通过： 

（一）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 发行公司债券； 

（三） 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清

算和变更公司形式； 

（四） 公司章程的修改； 

（五）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

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六） 股权激励计划； 

（七） 回购本公司股票； 

（八） 公司的分红政策； 

第七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

决议通过： 

（一）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 发行公司债券； 

（三） 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清算

和变更公司形式； 

（四） 公司章程的修改； 

（五）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

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 30%的； 

（六） 股权激励计划； 

（七） 回购本公司股票； 

（八）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者本

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



12 

 

（九）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者

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

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

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

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八十九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

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

径，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提供便利。 

第八十九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

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 

第九十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会

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一） 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二） 召开会议的日期、地点； 

（三） 会议主持人姓名、会议议程； 

（四） 各发言人对每一审议事项的发

言要点； 

（五） 每一表决事项的表决结果； 

（六） 股东的质询意见、建议及董事

会、监事会的答复或说明等内容； 

（七） 股东大会认为和公司章程规定

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它内容 

第九十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会议

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一） 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

姓名或名称； 

（二） 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

的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及会议议程； 

（三）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 

（四） 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

点和表决结果； 

（五） 股东的质询意见、建议及董事会、

监事会的答复或说明等内容； 

（六） 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 股东大会认为和公司章程规定应

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它内容。 

第九十一条 股东大会决议、记录由出

席会议的董事签名，并作为公司档案保

存。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的保管期

限为 10 年。 

第九十一条 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

事会秘书、召集人或其代表、会议主持人

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会议记录应当与

现场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代理出席的委

托书、网络及其他方式表决情况的有效资

料一并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 10 年。 

第九十九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

换，任期 3 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

连任，但独立董事的连任时间不得超过 6

第九十九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

务。董事任期 3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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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任期。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

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任，但独立董事的连任时间不得超过 6 年

的任期。 

 

第一百〇八条 董事辞职生效或者任期

届满，应向董事会办妥所有移交手续，

其对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忠实义务，在任

期结束后并不当然解除，其对公司商业

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职结束后仍然

有效，直到该秘密成为公开信息。其他

义务的持续期间不少于 1 年。 

第一百〇八条 董事辞职生效或者任期届

满，应向董事会办妥所有移交手续，其对

公司和股东承担的忠实义务，在任期结束

后并不当然解除，在其辞职生效或者任期

届满后合理期限内仍然有效；其对公司商

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职结束后仍然

有效，直到该秘密成为公开信息。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主要

职权： 

（一） 负责召集股东大会会议，并向

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

案； 

（四）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和决算方案； 

（五）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利

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 制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公司

股票及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公司形

式的方案； 

（八）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

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

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

易等事项； 

（九）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

置； 

（十）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及根据总

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其他高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主

要职权： 

（一） 负责召集股东大会会议，并向股

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

案； 

（四）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和

决算方案； 

（五）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

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 制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公司股

票及合并、分立、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的

方案； 

（八） 审议单项授信合同金额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单项贷

款合同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20%的融资； 

（九） 审议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3%的股票、期货、外汇

交易等风险投资及委托理财事项； 

（十） 审议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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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等事项；  

（十一） 制定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

标准预案； 

（十二） 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 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或更

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 听取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

检查总经理工作； 

（十六）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

公司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

他职权。 

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含本数)且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含

本数)的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

的所有关联交易； 

（十一）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二）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及根据总经理

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并决定其报酬等事项；  

（十三）制定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标准预

案； 

（十四）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五）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六）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七）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或更换为公

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八）听取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

经理工作； 

（十九）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

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战略与社会责任

委员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

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

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

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

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

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和工作规程，规范专

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一十五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就注

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的非标

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向股东大会作

出说明。 

第一百一十五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就注册

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的非标准审

计意见向股东大会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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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会议必须有过

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召开，董事会作出

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但涉及下列事项时，应经全体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一） 审议增加、减少注册资本等股

本变化方案； 

（二） 审议公司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

以及上市方案； 

（三） 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

案； 

（四） 审议公司分立、合并、解散、

清算和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五） 决定董事会各委员会的设置及

其组成人员的任免；  

（六）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七） 回购本公司股票方案； 

（八） 本章程的修订方案； 

（九） 董事会认为需以特别决议通过

的其他事项； 

（十）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其他事项。 

在董事会会议上每名董事有一票表决

权。 

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会议必须有过半

数的董事出席方可召开，董事会作出决

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但涉

及下列事项时，应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一） 审议增加、减少注册资本等股本

变化方案； 

（二） 审议公司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以

及上市方案； 

（三） 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四） 审议公司分立、合并、解散、清

算和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五）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 回购本公司股票方案； 

（七） 本章程的修订方案； 

（八） 董事会认为需以特别决议通过的

其他事项； 

（九）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其他事项。  

除第四十一条规定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

担保事项，其他担保事项由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审议，此类事项除应当经全体董事

过半数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在董事会会议上每名董事有一票表决权。 

第一百三十三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有

必备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为： 

（一） 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从事

秘书、管理、股权事务等工作 3 年以上； 

（二） 有一定财务、税收、法律、金

融、企业管理、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知识，

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严格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能

够忠诚地履行职责； 

（三） 本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第一百三十二条 董事会设董事会秘书一

名，董事会秘书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

法律等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个人品质，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董事

会秘书： 

（一）《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任何一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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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适用于董事会秘书。 （二）最近 3 年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 

（三）最近 3 年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 3 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本公司现任监事； 

（五）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六）本章程或法律、法规认定不适合担

任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三十八条 本章程关于不得担任

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

员。本章程关于董事的忠实义务和勤勉

义务的规定，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

员。 

第一百三十七条 本章程关于不得担任董

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本

章程关于董事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

规定，同时适用于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

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

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

理人员。 

第一百六十一条 监事会会议通知包括

以下内容： 

（一） 会议的日期、地点；…… 

第一百六十条 监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

内容： 

（一） 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期

限；…… 

第一百九十五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

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九十四条 公司指定上海证券报和

中国证券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

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九十七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

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

表和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

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第一百九十六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

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和

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

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内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中的至少一家

报纸上公告。 

第二百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

分割。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

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

内在报纸上公告。 

第一百九十九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

应的分割。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

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中的至

少一家报纸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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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〇一条 公司分立前的债务按所

达成的协议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但

是，公司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

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条 公司分立前的债务按所达成的

协议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

是，公司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

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百〇九条 债权申报： 

（一）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

内通知公司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

纸上公告。…… 

第二百〇八条 债权申报： 

（一）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

通知公司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中的至少一家报

纸上公告。 

…… 

第二百二十六条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第二百二十五条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变

更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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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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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进行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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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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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还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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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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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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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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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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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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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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赁收入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19,000.00 0.59 5,020.02 16,224.98 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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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0.07 97.01 1,146.28 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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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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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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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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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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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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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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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件、电缆、阀门、仪器仪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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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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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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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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899,545.5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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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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数据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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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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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27 

 

万元，营业收入 10,188,618.70 万元，净利润 275,584.13 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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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数据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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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租摆、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农贸市场经营与管理；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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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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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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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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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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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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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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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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营业收入 144,001.59 万元，净利润-1,179.46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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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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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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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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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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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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 2019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 

及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2019 年度担保计划及授信情况概述 

根据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子公司实际经营及未

来资金需求，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19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17,252 万元，具体授信额度和贷款期限以各金融机构最终核定为准。公司将根据

金融机构要求，为子公司上述额度内的授信提供相应的担保，授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61,032 万元。此外，公司预计还将为全资子公司海油发展（珠海）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销售公司”）提供履约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4,500 万

元；预计为参股子公司天津金牛电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牛电源公司”）

提供贷款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公司合计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4,532 万元。 

（一）2019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总额的具体情况 

2019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资金需求，向财务公司、中国银行、工

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渣打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授信总额不超过 1,217,252 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总额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

款、并购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汇票贴现、银行保理业务、贸易

融资、供应链融资等业务品种，具体业务品种及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

际需求合理确定，以公司及子公司与各银行签订的授信合同为准。公司及子公司将根

据各银行的授信要求，以信用、抵押等方式办理担保业务。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

循环使用。 

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融资授信业务办理手续的及时性，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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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金融机构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二）2019 年度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具体情况 

在上述授信总额内，公司对其控制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1,032 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持股

比例 

预计担保额

度 

（万元） 

中海油能

源发展股

份有限公

司 

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 3,000 

湛江中海石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00% 500 

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100% 500 

渤海石油航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0% 3,300 

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500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 1,000 

海油发展珠海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100% 5,200 

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惠州）有限公司 100% 13,152 

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100% 3,100 

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 99% 21,780 

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90% 9,000 

合计  61,032  

在上述授信担保的额度范围内，可在内部适度调整公司对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包括新设立、收购等方式取得的具有控制权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预计包括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及对子公司提

供的单笔超过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的情形。 

（三）2019 年度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具体情况 

除上述担保外，2019 年度公司预计为全资子公司珠海销售公司提供履约担保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84,500 万元。 

 

担保人 

被担

保人

名称 

公司

持股

比例 

项目名称 

预计担

保额度 

（万

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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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能

源发展股

份有限公

司 

珠海

销售

公司 

 

100% 

 

《关于<荔湾 3-1 气田液化石油气购销

合同（船舶运输）>的转让协议》（编

号：XS2019ZCZHJX2004B01）、《关

于<荔湾 3-1 气田液化石油气购销合同

（车辆运输）>的转让协议》（编号：

XS2019ZCZHJX2003B01）及《关于<

荔湾 3-1 气田凝析油及稳定轻烃购销合

同>的转让协议》（编号：

XS2019ZCZHJX2009B01） 

59,900 

公司就

各合同

所约定

的珠海

销售公

司的义

务，为

珠海销

售公司

提供连

带保证

责任。 

《关于<2019 年番禺 34-1、35-1 和 35-2

气田液化石油气购销合同（船舶运输）>

的转让协议》（编号：

XS2019ZCZHJX2005B02）、《关于<2019

年番禺 34-1、35-1 和 35-2 气田液化石

油气购销合同（车辆运输）>的转让协

议》（编号：XS2019ZCZHJX2001B02）

及《关于<2019 年番禺 34-1、35-1 和 35-2

气田凝析油及稳定轻烃购销合同>的转

让协议》（编号：

XS2019ZCZHJX2008B02） 

12,400 

《关于<流花 34-2 气田液化石油气购销

合同（船舶运输）>的转让协议》（编

号：XS2019ZCZHJX2006B01）、《关

于<流花 34-2 气田液化石油气购销合同

（车辆运输）>的转让协议》（编号：

XS2019ZCZHJX2002B01）及《关于<

流花 34-2 气田凝析油及稳定轻烃购销

合同>的转让协议》（编号为

XS2019ZCZHJX2010B01） 

12,200 

 合

计  
- 84,500  - 

（四）2019 年度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具体情况 

除上述担保外，2019 年度公司预计为参股公司金牛电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持股比

例 

预计担保

额度 

（万元）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天津金牛电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31.83% 9,000 

合计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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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3 月 30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高杨；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通信信息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和维护；通信工程勘察、设计、监理及

技术咨询；建筑智能化、工业自动化及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安装、维修（须

取得相关的资质证后方可经营）；计算机软、硬件及其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和维护；

信息技术咨询；卫星通讯、有线无线通讯、程控电话工程、信息系统工程、楼宇自动

化工程、安全检测防范报警类系统工程、电信和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工程的技术开发和

相应的技术咨询；采油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仪表仪器、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船用零配件、汽车零配件的购销；国内贸易；投资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通导设备的安装、维修、检测和服务；无线电电

子员服务；为本系统提供天气预报服务；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程防腐技术服务；海

洋工程测绘；数字内容服务；摄影摄像扩印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文档装订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文档印刷；普通货运；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后海滨路 3168 号中海油大厦

B3305；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G2159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5,060.21

万元，归母净资产 27,698.52 万元，资产负债率 57.43％；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36,618.20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108,955.03 万元，归母净利润

7,410.91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67,549.95 万元，归母净资产 32,728.84

万元，资产负债率 51.55％；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3,953.32

万元。营业收入 43,656.55 万元，归母净利润 5,043.14 万元。 

2、湛江中海石油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4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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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1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何杰；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无损检测工程，金属材料检测、海洋钢质及混凝土结构设计及检测、

海洋工程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水下工程潜水服务、船用设备检测、检测设备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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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湛江市坡头区鸡嘴山路；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

第ZG2114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619.57万

元，归母净资产627.52万元，资产负债率76.04％；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1,992.05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4,968.22万元，归母净利润205.72万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2,500.03万元，归母净资产731.81万元，资产

负债率70.73％；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768.23万元。营业收

入1,340.29万元，归母净利润104.29万元。 

3、中海石油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1 月 16 日； 

注册资本：9,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海林；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船舶及海上专业设备、机电仪设施系统安装、调试、检验检测、维修

改造；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维修改造；仪表、安全阀校验；型式试验、节能监测、能

源利用测试、评价；海上油（气）生产设备、救生设备检验检测及维修；水下工程建

设服务；设备状态监测、基于风险检验及安全评估；压力管线安装；劳动防护用品检

验检测；机电设备、橡胶制品、劳动防护用品、五金、交电、金属制品、化工产品（危

险品、剧毒品、易制毒品除外）、办公设备零售兼批发；技术服务；设备租赁；生产

性废旧物资回收；氟硼酸、甲醇、2-丁氧基乙醇***无存储经营。船舶租赁；船舶代

理；钢结构工程；质检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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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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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东沽石油新村二区；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G2114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6,854.20

万元，归母净资产 16,227.23 万元，资产负债率 39.57％；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10,108.26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24,237.83 万元，归母净利润

1,790.92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21,993.96 万元，归母净资产 15,134.15

万元，资产负债率 31.19％；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6,431.03

万元。营业收入 8,341.16 万元，归母净利润-1,093.08 万元。 

4、渤海石油航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85 年 5 月 16 日； 

注册资本：25,002.86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梁东明；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港口与航道工程；港口经营（凭许可证经营）；水利水电工程；港口

与海岸工程；河湖整治工程；堤防工程；海洋石油工程及相关技术服务；海洋石油设

备销售；海上平台的安装、检测、维修、拆除；海洋工程建筑；混凝土平台、人工岛、

海上风电工程；石油化工工程；机电工程；测绘服务；船舶设备租赁；管道运营服务、

管线铺设、安装、检测、维修；管道、油舱清洗；水上水下工程及服务；港口、海洋

建筑设施维护；建筑工程；土木工程；铁路工程；公路工程；隧道工程；桥梁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工矿工程建筑；架线工程；管道工程；建筑安装工程；电力工程；电

气安装；机电设备安装；电子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地基及结构物检测；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工程；土石方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园林绿

化工程；物业管理；砼构件、金属结构加工；建筑材料、商品混凝土销售；消防设施

工程；技术推广服务业；工程技术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

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劳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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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渤海石油路 688 号；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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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ZG2155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3,700.81

万元，归母净资产 12,993.12 万元，资产负债率 61.44％；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20,707.69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28,756.02万元，归母净利润244.45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31,078.20 万元，归母净资产 12,238.67

万元，资产负债率 60.62％；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8,839.52

万元。营业收入 17,651.91 万元，归母净利润-717.08 万元。 

5、天津市海洋石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 年 10 月 25 日；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万岭；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餐饮服务、劳务服务；水产品、食品（凭许可证经营）、

日用百货、五金电料、办公用品、家用电器、生鲜肉、初级农产品批发兼零售；图文

设计；打字服务；会议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品、煤炭及有污染性货物除外）；酒店

管理服务；车位管理服务；洗衣服务；保洁、清洁服务；楼宇清洗；园林绿化；家政

服务；商务服务；礼仪接待；物业管理咨询；房屋租赁；普通货运；资料编辑服务；

摄影扩印服务；办公楼宇维修、制冷设备安装维修；生活设备设施安装、维修、保养；

旅客住宿（凭许可证经营）；卷烟零售；汽车、天文望远镜租赁；其他印刷品印刷（凭

许可证经营）；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票务代理；健康信息咨询；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凭许可证经营）；食品技术、食品加工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以下限分支机构

经营：食品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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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东沽石油新村院内；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G2487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7,872.27

万元，归母净资产 10,817.13 万元，资产负债率 39.48％；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7,055.14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25,690.76 万元，归母净利润

2,019.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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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8,920.69 万元，归母净资产 12,075.36

万元，资产负债率 36.18％；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6,845.34

万元。营业收入 14,263.97 万元，归母净利润 1,258.22 万元。 

6、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0 年 12 月 8 日； 

注册资本：115,146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于海斌；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化工行业的技术、产品、设备、信息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业务；

并提供与以上相关的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建筑设计及环境工程影响评

价、咨询；与上述范围相关的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销售本单位开发生产的

产品、化工原料（涉及危险化学品的以津危化经字【2019】001313 号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为准）、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销售（小轿车除外）；橡胶制品；装

卸；自有房屋租赁；广告业务；化工信息咨询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安全评

价与咨询服务；防爆电器检测检验、防爆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工程监理服务、

柴油抗磨剂（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生产（分支机构生产）、销售；环保产品

和设备的开发、生产（分支机构生产）、销售；水处理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

环保工程设计、技术咨询；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弃物治理技术开发；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防腐保温工程；安全生产培训（不得实施需要取得办学许

可的教育教学活动）；标准研制、标准实施咨询服务；化工产品检验检测（按照认可

证书的范围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生产的，仅限分支机构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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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三号路 85 号；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

第ZG21184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64,256.95

万元，归母净资产127,475.66万元，资产负债率22.39％；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885.81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9,522.43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73,131.47万元，归母净利润

3,149.59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70,218.42 万元，归母净资产 128,2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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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资产负债率 24.67％；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4,049.73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4,816.37 万元。营业收入 37,635.59 万元，归母净利润 839.18 万元。 

7、海油发展珠海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2 月 13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志刚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油田管道制造、安装、加工、维修、凃敷；防腐产品制造；管材实验

检测及评估；压力容器制造、港口与海岸、海洋石油工程和境外国际招标工程；油田

工程建设；海上设备维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劳务服务；科技研发；设备租赁；

国内贸易；场地租赁等业务； 

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平港路 348 号；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G2116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1,977.11

万元，归母净资产 15,113.35 万元，资产负债率 52.74%；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12,539.87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14,639.28 万元，归母净利润

4,075.55 万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37,861.14万元，归母净资产17,480.98万元，

资产负债率53.83%；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9,507.06万元。营

业收入9,341.49万元，归母净利润2,327.18万元。 

8、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惠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6 月 18 日；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夏永强； 

主要股东：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水、污水、回用水、污泥、固废及危废处理设施的投资、改造、运行

管理和维护、并提供有关环境保护的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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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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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惠州大亚湾澳头石化大道中 426 号海油大厦 8 层 0819 室； 

财务状况：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惠州）有限公司2019年6月18日成立。截至2019

年6月，尚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无相关财务数据。 

9、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 年 12 月 9 日； 

注册资本：13,587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孟宪宽；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节能环保技术及产品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节能环保设备的

研发、技术转让、咨询服务；环保工程设计、施工；环境污染防治设备和实验室设备

制造的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新型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开发与应用；合同能源管理服

务；投资管理；物业管理；资产管理；节能环保设备销售；建筑安装工程；管道及钢

结构安装工程及维修（涉及特种设备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许可后经营）；压力

容器及压力管道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维修、改造服务（凭许可证经营）；清

洗服务；防腐工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批发和零售业；污水处理；节能环保设备维

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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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渤海油田港区渤港中心路与东五路交口西南；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

第ZG2157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3,348.06万

元，归母净资产14,367.56万元，资产负债率56.92％；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为18,103.83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14,263.82万元，归母净利润37.36万

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29,567.73 万元，归母净资产 14,621.59

万元，资产负债率 50.55％；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4,157.11

万元。营业收入 4,655.24 万元，归母净利润-159.39 万元。 

10、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6 月 28 日；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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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邢四骏；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9%；天津南港工业区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 1%； 

经营范围：海洋石油工程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含津南港

危化经字[2018]0017 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的无存储设施经营）及相

关服务；井下电泵机组及电控产品的销售及相关服务；油气田开发方案研究与设计；

钻完井、采油工艺技术研究及工程方案设计；油气水处理工艺技术研究开发；油气田

开发生产实验分析服务；钻完井、修井、增产的技术服务及作业服务；通信信息网络

系统集成服务；油气田工具、测井设备、海洋工程设备、大型石油化工成套设备的销

售、租赁、安装、维修、监测（认证除外）；环境监测；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自营

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房屋租赁；井控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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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 C 座 317 室；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

第ZG2119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099.18万

元，归母净资产6,030.83万元，资产负债率1.12％；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68.35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0万元，归母净利润30.83万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22,775.00万元，归母净资产6,916.84万元，资产

负债率69.63％；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5,858.16万元。营业收

入15,544.46万元，归母净利润638.29万元。 

11、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8 月 29 日； 

注册资本：5,555.56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怀增；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0%；深圳第一创业创新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持股 10%； 

经营范围：石油行业安全技术咨询、评估、评价、审核、审查、服务；安全环保

技术咨询、审核与审查；安全环保技术产品研发；工业高空绳索作业；油气生产设施

与设备、作业设施与设备的检验与检测；石油化工工程技术服务；工程监理；环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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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环保设备、消防器材、救生设备、劳保用品、安全标志设计、制造、销售、维修、

安装及维护；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除外）；会议服务；翻译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工程（互联网上网服务、互联

网信息咨询服务除外）；机械设备租赁；石油化工工程设备及防爆电器（不含特种设

备）检验与检测（不含认证认可活动）；消防设施安装工程；应急设备、防爆电气、

火气探测系统设计、销售、安装、维护、维修、检测及检验（认证认可活动及供电设

施和受电设施承装、承修活动除外）；安防设备、防雷、防静电装备销售、安装、维

护、维修；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工程勘探设计；工业产品设计；石油化工工

程、网络工程、环保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防爆工程施工及技术服务；防雷、防静

电设备设计；防爆电器、玻璃钢艇及玻璃钢制品、船用甲板机械、船舶配件设计、制

造、销售、安装、维护、维修；救生艇、降落设备、承载释放装置维护服务；职业卫

生评价及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技术咨询；消防设施设计、维护、

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消防设施安装工程及技术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

设计、施工及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销售、维护；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

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

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凭许可证经营）；装饰装修工程；检测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认证培训；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三维动画设计与制作；影视策划；

仪器仪表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仪器仪表销售；机电设备安装、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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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滨海新村东区 522 号；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G2157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0,954.13

万元，归母净资产 27,472.41 万元，资产负债率 46.08％；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23,475.65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71,702.6 万元，归母净利润

6,954.95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48,012.21 万元，归母净资产 30,818.68

万元，资产负债率 35.81％；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7,190.26

万元。营业收入 33,684.18 万元，归母净利润 3,346.27 万元。 

12、海油发展（珠海）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2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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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武明臣； 

主要股东：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销售石油化工产品、油田化工产品、化工原料、石脑油、石油苯、石

油甲苯、石油混二甲苯、重芳烃、燃料油、油漆及清洗用溶剂油、液化石油气、液化

天然气、压缩天然气、特种溶剂油原料（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准范围经营）的

销售、物流辅助服务、进出口；危险化学品批发（不设储存）；销售凝析油、稳定轻

烃、乙烷、丙烷、丁烷、异丁烷、工业裂解碳五、戊烷、戊烷发泡剂、其他石油制品；

燃气销售；技术服务；劳务服务；技术咨询服务； 

注册地址：珠海高栏港经济区平港路 348 号生产调度楼 202 室； 

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G2465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680.67

万元，归母净资产 3,678.71 万元，资产负债率 0.05％；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1.96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归母净利润 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5,220.41 万元，归母净资产 3,678.71 万元，

资产负债率 29.53％；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541.69 万元。

营业收入 0 万元，归母净利润 0 万元。 

13、天津金牛电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1 年 12 月 10 日； 

注册资本：4,615.38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云颇；  

主要股东：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4.17%；中海油天津化工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持股 31.83%；薄胜民持股 5.60%；刘红光持股 4.20%；郭西凤持

股 4.20%；                                                                                                                                       

经营范围：电源材料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研制、生产、技术转让和咨询服务

（中介除外）；水处理剂制造；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易

制毒品除外）；仪器仪表、五金交电批发兼零售；六氟磷酸锂、氢氟酸(450 吨/年)、

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电解液（4000 吨/年）]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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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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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北辰经济开发区双河道南；  

财务状况：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津分所审核，并出具勤

信津审字【2019】第0022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

产33,641.21万元，归母净资产9,460.55万元，资产负债率11.65％；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为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3,774.09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25,375.98万元，归母净利

润104.94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32,102.37 万元，归母净资产 29,652.96

万元，资产负债率 7.63％；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389.41

万元。营业收入 7,956.73 万元，归母净利润-34.96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担保总额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上述

担保尚需银行等金融机构或相关机关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具

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围内，以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

来确定。 

四、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范围内，从维

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相关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

更改相关协议，或办理与本担保事项相关的一切其他手续。上述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以上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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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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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1.根据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实际经

营及未来资金需求，预计 2019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

司、中海油能源物流有限公司、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海石油环保

服务（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

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申请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700 万元，由控股股东集团公司

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上述额度内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公司为集团公司提供反担保，上述担保额度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集团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上述反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25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38 亿元 

成立时间：1983 年 2 月 25 日 

法定代表人：杨华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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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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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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总资产 121,655,787.88 123,893,818.11 

总负债 48,468,453.47 47,771,121.63 

净资产 73,187,334.41 76,122,696.48 

资产负债率 39.84% 38.56% 

流动负债总额 20,155,951.62 20,389,221.10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6 月份（未审计） 

营业收入 71,268,909.36 36,926,079.59 

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4,849,268.47 2,358,609.06 

关联关系：被担保人集团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被担保人股权结构如下：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

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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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控股股东集团公司向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出具“授信额度切分及调整通知书”，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海油节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中海油能源物流有限公司、中海

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正达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中海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向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申请授信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40,700 万元，集团公司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述额度内开立银行承兑

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为集团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

保，向集团公司出具“担保确认函”。担保期限以担保确认函为准。 

 

以上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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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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