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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1   证券简称：石化油服  公告编号：临 2022-023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拟参股成立合资公司 

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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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石化油服”或“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中石化石油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工建”）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股份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化公司”）、中国国际石油化工

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石化”）、中石化南京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工程”）、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工程”）以发起设立方式共同出资设立中石化

碳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科公司”），碳科公司

注册资本为 25 亿元，其中：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南化公司分

别以货币认缴出资 11.5 亿元及 8.5 亿元，分别占碳科公司注

册资本的 46%及 34%；石工建、联合石化、南京工程、上海工

程分别以货币认缴出资 1.25 亿元，各占碳科公司注册资本的

5%（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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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化集团”）为本公司

的控股股东（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70.18%），

石化集团亦直接或间接控股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南化公司、联

合石化、南京工程及上海工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国石化股份

公司、南化公司、联合石化、南京工程、上海工程是本公司的

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

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告日前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

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相关的关联交

易（已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审议披露的除外）累计未达到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因此本次交易无

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未来实际经营中，碳科公司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

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投资收益存在不确

定性。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22 年 7 月 28 日，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石工建与中国石化股

份公司、南化公司、联合石化、南京工程、上海工程签署了《中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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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

及《中石化碳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碳科公司章

程》”），约定各方以发起设立方式共同出资设立碳科公司，碳科公司

注册资本为 25 亿元，其中：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南化公司分别以货

币认缴出资 11.5 亿元及 8.5 亿元，分别占碳科公司注册资本的 46%及

34%；石工建、联合石化、南京工程、上海工程分别以货币认缴出资

1.25 亿元，各占碳科公司注册资本的 5%。石工建将以自有资金支付

本次交易的对价。 

石化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70.18%）、石化集团亦直接或间接控股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南化

公司、联合石化、南京工程及上海工程。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南化公司、联合石化、南京工程、上海工程是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本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按照关

联交易审议批准程序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及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本公告日前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以

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相关的关联交易（已根据

《上市规则》的规定审议披露的除外）累计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因此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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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000710926094P 

成立时间 2000 年 02 月 25 日 

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 

法定代表人 马永生 

注册资本 12,107,120.9646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瓶装燃气经营（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危险化学品

生产、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生产安全管理（限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铁路运输；港口经营；食用盐生

产、批发、零售（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不在本市

经营）；食品添加剂制造（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保险代理

业务（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保险经纪业务（限外埠分支机

构经营）；住宿（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餐饮服务（限外埠

分支机构经营）；火力发电（不在本市经营）；电力供应（限

分支机构经营）；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危险化学品经营（限

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油气勘查；石

油的开采（开采地区及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零售预包装食

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限取得食品流

通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保健食品（限取得食品流通许可

证的分支机构经营）；卷烟、雪茄烟的零售（限取得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

物、音像制品零售；道路运输（限分支机构经营，经营范围

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为准）；石油炼制；重油、橡胶及其他

石油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和产品的生产、销售、储

存；日用百货便利店经营；彩票代理销售、委托代理收取水

电费、票务代理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汽车清

洗服务；石油石化机器、设备的制造、监造、安装；石油石

化原辅材料、设备及零部件的采购、销售；技术及信息、替

代能源产品的研究、开发、应用、咨询服务；承包境外机电、

石化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汽车维修装潢服务；沿

海工程辅助作业；溢油应急、安全守护、船舶污染清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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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服务业中质检技术服务、环境与生态检测服务；货

物运输代理；页岩气、煤层气、页岩油、可燃冰等资源勘探、

开发、储运、管道运输、销售（不在本市经营）；电力技术开

发与服务；电力设施安装维护（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家具

及建筑装饰材料（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家庭劳务服务（限

外埠分支机构经营）；仓储服务（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储

气库设施租赁（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出租商业用房、办公

用房；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机械设备租赁；货物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润滑油、燃料油、

沥青、纺织、服装、日用品、五金、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充

值卡、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机

动车充电、电池、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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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石化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中国石化股份公司 68.96%的股份

权益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889,255 百

万元、负债总额为 973,214 百万元、净资产为 915,074 百万元、营业

收入为 2,740,884 百万元、净利润为 85,030 百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1.51%。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中国石化股份公司 2022 年一季度

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014,107 百万元、负债总额为 1,078,299 百万

元、净资产为 934,846 百万元、营业收入为 771,386 百万元、净利润

为 26,476 百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3.54%。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控股股东石化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中国石

化股份公司 68.96%的股份权益，为其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中国石化股份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除前述及石化

油服已在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中披露的内容外，中国石化股份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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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油服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

他重大关系。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的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况。 

（二）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20000134751600C 

成立时间 1985 年 10 月 05 日 

注册地 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关路 189 号 

法定代表人 叶晓东 

注册资本 240,214.9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复混肥料生产，二类汽车维修（大

中型货车），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罐式）（按《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经营），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为船舶提

供码头设施服务，港口货物装卸、仓储和港内驳运服务，在

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物流服务，化工产品、橡胶制

品及塑料制品、建筑材料及其它非金属矿物制品、普通机械

的制造及销售。石油加工。工程承包，服务外包，公共工程

服务，档案管理，废水监测，油田用化学制剂、表面活性剂、

钻井用助剂，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

安全阀校验、维护，机械设备经营租赁，其他机械和设备修

理业，房地产租赁经营。建筑安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仓储，五金、交电、石油制品，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

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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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南化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60,925.9 万元、负债总

额为 812,482.7 万元、净资产为-251,556.8 万元、营业收入为 810,836.0

万元、净利润为 57,087.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44.85%。截至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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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南化公司 2022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96,535.7

万元、负债总额为 827,563.8 万元、净资产为-231,028.1 万元、营业收

入为 235,467.2 万元、净利润为 20,697.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38.73%。 

截至本公告日，南化公司为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的全资附属公司，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石化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

南化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除前述及石化油服已在定期报告及临

时公告中披露的内容外，南化公司与石化油服之间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重大关系。 

南化公司的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0001000134314 

成立时间 1993 年 04 月 02 日 

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八层 

法定代表人 陈岗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原油批发；成品油批发；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

出口；期货业务；供电业务；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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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贸易经纪；国内贸易代

理；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同能源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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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持股 100% 



8 

联合石化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2,930,965.98 万元、负

债总额为 18,522,759.30 万元、净资产为 4,408,206.68 万元、营业收入

为 124,215,295.92 万元、净利润为 626,797.8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0.78%。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联合石化 2022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的资产总额为 28,890,160.74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375,408.16 万元、

净资产为 4,514,752.58 万元、营业收入为 41,360,699.49 万元、净利润

为 145,651.6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4.37%。 

截至本公告日，联合石化为中国石化股份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石化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中国石化股份公司 68.96%

的股份权益，为其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联

合石化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除前述及石化油服已在定期报告及临时

公告中披露的内容外，联合石化与石化油服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重大关系。 

联合石化的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四）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 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20000134758212F 

成立时间 1986 年 04 月 28 日 

注册地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科技园马群大道 3 号 

法定代表人 周赢冠 

注册资本 55,600.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化工、石化、电力、建材、医药、市政、公用、轻工、通信、

环境、建筑、消防工程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锅炉安装；

压力容器设计、制造、安装；钢结构工程、网架工程；电气、

仪表工程；普通搬运装卸（不含运输）；机械配件销售；工程

设备及材料、房屋租赁；国外经济技术合作；工程监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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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咨询服务。承担本行业国（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

设计和监理项目，境外化工石油施工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

程，上述工程项目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按国家规定在国（境）外举办

各类企业；企业内登高架作业、电工作业、焊接切割作业培

训（仅限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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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南京工程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18,470.72 万元、负债

总额为 373,109.62 万元、净资产为 145,361.10 万元、营业收入为

588,409.32 万元、净利润为 16,356.3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1.96%。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南京工程 2022 年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 477,780.47 万元、负债总额为 329,788.69 万元、净资产为

147,991.78 万元、营业收入为 152,098.86 万元、净利润为 2,701.37 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 69.03%。 

截至本公告日，南京工程为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资附属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石化集团持有中石化炼化工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01%的股份权益，为其控股股东，根据《上

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南京工程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除前述及

石化油服已在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中披露的内容外，南京工程与石化

油服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重

大关系。 

南京工程的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五）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10642500745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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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1993 年 09 月 18 日 

注册地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910 号-3 幢 

法定代表人 张新明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化工石化医药、石油天然气、建筑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及项目

管理，工程建设总承包，化工、石化、医药、石油天然气、建

筑专业工程咨询，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化工石油、房屋建筑

工程监理，工程设备监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评价范

围详见资质证书），《化工设备与管道》、《化工与医药工程》

期刊出版代理、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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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上海工程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19,172 万元、负债总

额为 335,738 万元、净资产为 183,434 万元、营业收入为 647,258 万

元、净利润为 12,45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4.67%。截至 2022 年 3 月

31日，上海工程 2022年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43,586万元、

负债总额为 354,335万元、净资产为 189,251 万元、营业收入为 163,899

万元、净利润为 6,62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5.18%。 

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工程为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资附属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石化集团持有中石化炼化工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01%的股份权益，为其控股股东，根据《上

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上海工程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除前述及

石化油服已在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中披露的内容外，上海工程与石化

油服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重

大关系。 

上海工程的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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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的类别是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即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

石工建与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南化公司、联合石化、南京工程、上海

工程共同投资设立碳科公司。 

（二）碳科公司的基本情况 

碳科公司尚未设立，公司名称暂定为中石化碳产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结果为准），公司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如下： 

经营范围 

碳核查；碳资产管理；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

存技术研发；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服务；自然科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技术进出口；工程技术服务；化工产品及危险化学品生

产、仓储、销售；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股权投资；

金融资产管理服务；计算机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大数

据采集与应用；智能化设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与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注册资本 2,500,000,000 元 

出资方式及资金来

源 

全体股东均以货币出资，均为自有资金。 

董事会及管理层人

员安排 

碳科公司将设立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 

（1）董事会由 5-7 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董事 1 名。非

职工董事中的过半数董事应由中国石化股份公司提名，

其余非职工董事由除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外的其他股东协

商提名人选。除职工董事外，董事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或更换（首届董事会中的非职工董事由公司创立大会选

举产生）。职工董事由碳科公司员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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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非在碳科公司任

职的董事人数应当超过董事会全体成员的半数。 

（2）碳科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和总法律顾问等。碳科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

负责碳科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理机构设总

经理 1 名、副总经理若干名、总会计师 1 名和总法律顾

问 1 名，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由中国石化股份公司提名，

由董事会任命。 

出资规模及出资比

例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南化公司分别认缴出资 11.5 亿元及

8.5 亿元，分别占碳科公司注册资本的 46%及 34%；石工

建、联合石化、南京工程、上海工程分别认缴出资 1.25

亿元，各占碳科公司注册资本的 5%。 

 

四、交易标的的定价情况及依据 

经公平协商，碳科公司由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南化公司、石工建、

联合石化、南京工程、上海工程按 46:34:5:5:5:5 的股比设立，其中：

中国石化和南化公司分别以现金出资 11.5 亿元及 8.5 亿元，石油工程

建设公司、联合石化公司、上海工程公司、南京工程公司分别以现金

出资 1.25 亿元。上述价格系各方按照一般商业条款，结合行业惯例

和市场价格，按照公平、自愿原则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发起人协议》及《碳科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南化公司、石工建、联合石化、南京工程、

上海工程。 

（二）出资金额、认购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出资方式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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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石化股份公

司 
11.5 亿股 11.5 亿元 46% 货币 

2 南化公司 8.5 亿股 8.5 亿元 34% 货币 

3 石工建 1.25 亿股 1.25 亿元 5% 货币 

4 联合石化 1.25 亿股 1.25 亿元 5% 货币 

5 南京工程 1.25 亿股 1.25 亿元 5% 货币 

6 上海工程 1.25 亿股 1.25 亿元 5% 货币 

合计 25 亿股 25 亿元 100% 货币 

（三）出资期限 

股东名称 出资期限 出资金额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 
第一期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 8.625 亿元 

第二期 2023 年 1 月 31 日前 2.875 亿元 

南化公司 
第一期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 6.375 亿元 

第二期 2023 年 1 月 31 日前 2.125 亿元 

石工建 
第一期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 9,375 万元 

第二期 2023 年 1 月 31 日前 3,125 万元 

联合石化 
第一期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 9,375 万元 

第二期 2023 年 1 月 31 日前 3,125 万元 

南京工程 
第一期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 9,375 万元 

第二期 2023 年 1 月 31 日前 3,125 万元 

上海工程 
第一期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 9,375 万元 

第二期 2023 年 1 月 31 日前 3,125 万元 

（四）发起人义务 

发起人承担以下义务：（1）按《发起人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

认缴出资和认购碳科公司股份；（2）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

本次设立活动；（3）如因《发起人协议》一方或多方的违约行为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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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科公司不能设立的，则由违约的一方或多方发起人承担本次设立行

为所发生的费用和债务；（4）积极筹备碳科公司的筹建活动，如实并

及时提供为办理本次设立审批、登记、注册及其他相关手续所需的全

部文件、证明，并为碳科公司的设立提供各种服务和便利条件；（5）

本次设立登记后，将筹备过程中所有的文件、资料及时交存碳科公司

保管；（6）碳科公司设立过程中，因发起人过失致使碳科公司利益受

到损害的，应当对碳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7）中国法律规定的应由

发起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五）股份转让限制 

除股东一致同意或《碳科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碳科公司在成

立时发行的所有公司股份均受锁定期限制，锁定期为碳科公司成立日

起至第 10 周年日。锁定期内，任何股东不得直接或间接出售、出让、

转让、质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其持有的碳科公司在成立时发行的股份，

且任何该等处置应为无效。股东之间转让及向关联方转让的除外（该

等转让受限于《公司法》就发起人持有的碳科公司股份规定的法定锁

定期，应且仅应在公司成立之日起 1 年届满后进行）。锁定期满后，

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任何股东不得直接或间接将其持有的碳科公司全

部或部分股份出售给碳科公司的竞争对手或财务投资者，不得在其股

份上设立任何权利负担。 

经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后，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

股份。其他股东应当在接到转让通知 60 日内作出是否要求购买的答

复，逾期未答复视为放弃。若要求购买则按各自持股比例受让，并应

在请求答复期限届满之日起 60 日内应与拟转让股东签订转让合同，

逾期未签订的，拟转让股份股东有在其他股东中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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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方（以下简称“转让方”）可提前至少 60 个工作日通知其

他方，将其全部或部分股份转让给该方的关联公司（以下简称“受让

关联方”），在受让关联方完全认同并继续履行《碳科公司章程》和《发

起人协议》的前提下，其他方应当被视为同意转让，对该等转让不享

有优先购买权。 

如任何一方拟向碳科公司其他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主

体直接或间接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碳科公司股份，转让方必须立

刻向其他发起人发出符合《发起人协议》及《碳科公司章程》约定要

求的转让通知其他发起人应在收到转让通知之日起 60 日内（以下简

称“回复期”）向转让方发出书面通知，按照转让通知中列明的条款

和条件行使其优先购买权。若其他发起人均欲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各方

应协商确定各自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比例，未能在回复期届满后 30 日

内协商达成一致，则按照其行使优先购买权时所持碳科公司的实缴出

资股份比例确定。如仅有一方发起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则该方应购买

全部拟转让股份。若其他发起人在回复期内书面通知转让方不行使优

先购买权或者未通知的，则该方应被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除《碳科公司章程》或《发起人协议》另有规定外，任何股东均

不得通过间接转让的方式规避《碳科公司章程》的约定。前述“间接

转让”包括但不限于：（1）碳科公司股东的股东向其关联方之外的任

何人（含碳科公司届时其他股东）转让其持有的该公司股东的股权/股

份；（2）碳科公司股东的控制权变更。 

（六）合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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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协议》自各方履行内部程序并经各发起人的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署及加盖公章后生效。《碳科公司章程》自公司成立之

日起生效。 

（七）违约责任 

各发起人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发起人协议》。如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发起人协议》项下的义务、声明或保证，违约方

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且应负责补偿守约方各自因该违约而发生的实

际损失（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和强制执行其本协议项下权利的其它法律

程序费用）。《发起人协议》因任何原因终止或公司解散不应豁免一方

在终止或解散时已对其他方产生的任何义务或责任（无论因合同违约

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义务或责任）。 

如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而在履约时受阻、延误或无法履约，就因

该等不可抗力事件阻碍、延误或无法履行的其在《发起人协议》项下

义务并以该等义务受阻、延误或无法履约的程度为限，该方无需对该

等义务的履行承担法律责任。 

（八）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执行《发起人协议》所发生的或与《发起人协议》有关的一

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在一方首先书面通知其他方存

在争议日期后的 60 日内仍未解决该争议，各方同意提交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北京进行仲裁。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发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产业是践行我国绿色低

碳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碳科公司设立后，将有利于发挥合作各方研



17 

发优势和工程服务优势，加快 CCUS 技术孵化及成果转化，快速推进

CCUS 产业发展。石工建参股碳科公司是基于对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以及本公司自身发展需求的分析而做出的慎重决策，有利于发挥本公

司的工程技术服务优势，符合本公司发展的需要，对本公司的持续发

展有积极促进作用，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也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符合本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与碳科公司之间不会产生同

业竞争。碳科公司将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石化集团的间接控股公司，

根据《上市规则》第 6.3.3 条，碳科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故本

公司及附属公司与碳科公司之间的交易将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碳

科公司成立运营后，本公司将利用自身拥有的二氧化碳捕集技术、二

氧化碳管道输送技术、二氧化碳驱油地面工程配套技术向碳科公司提

供相关的管道设计、施工及驱油地面工程设计、施工等工程服务，本

公司届时将根据新增关联交易情况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及披露程序（如

需）。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7 月 28 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6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中

石化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参股组建中石化碳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同意石工建参股组建碳科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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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路保平、樊中海、周美云均予以回避。独立

非执行董事陈卫东、董秀成、郑卫军对此议案均投了赞成票。 

（二）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经核查石化

油服提供的有关资料及《公司章程》，在充分了解相关事实的情况下，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1）关于石化油服对外投资

设立参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经石化

油服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路保平、樊中海、

周美云进行了回避表决；（2）石化油服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

关联交易的事项，有利于发挥石化油服的工程技术服务优势，符合石

化油服发展的需要；本次对外投资遵循自愿、公平的原则，在各方平

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及条件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

石化油服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未发现可能导致

公司存在重大风险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基于上述情况，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日，除本次交易外，本公司与石化

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总金额为 0 万元。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石化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

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分别为： 

1、经 2021 年 8 月 3 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批准，本公司间

接全资附属公司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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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协议转让一套组装式钻采平台（含导管架），

上述资产出售的价款按照评估值 5,579.23 万元确定。 

2、经本公司 2021 年 11 月 2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本公司就石化集团为本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的连带保证责任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截至 2022 年 6 月末，

本公司为石化集团提供的反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9,136.69 万元。 

上述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4 日、2021 年 9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披露的《关于出售组装式钻采平台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27）、《关于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037）。该等交易均不存在未按合同条款如期履

约的情形。 

 

九、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碳科公司尚未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设立登记，在未来实际经营

中，碳科公司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

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

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

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十、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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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