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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7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0-012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蒋尚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周静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7,910,257,738.16 7,978,550,822.14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03,436,747.30 2,104,631,238.09 -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03,011,813.77 2,087,176,923.25 -8.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4,075,893,067.68 -4,216,595,029.90 -1,1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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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3 -8.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3 -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2.68% 减少 0.4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09,604,024,785.03 933,379,984,762.84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5,991,832,091.71 83,971,261,508.83 2.41%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9,030,056,485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21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74,063.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51,336.03 主要系财政扶持资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195.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6,371.1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9,899.43  

合计 424,933.5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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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93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77.35% 6,984,885,466 6,984,885,466   

泰康资产丰华股票专项型养

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2.10% 189,639,222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中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厦

门）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5% 175,763,182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95% 175,763,182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91% 172,52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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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招财鸿道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7% 87,881,59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泰康资产丰华股票专项型养老金

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189,639,222 人民币普通股 189,639,222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75,763,182 人民币普通股 175,763,182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175,763,182 人民币普通股 175,763,182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175,763,182 人民币普通股 175,763,182 

中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75,763,182 人民币普通股 175,763,182 

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厦门）

有限公司 
175,763,182 人民币普通股 175,763,182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5,763,182 人民币普通股 175,763,182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限公司 172,523,520 人民币普通股 172,523,52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招财鸿道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7,881,593 人民币普通股 87,881,59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7,881,591 人民币普通股 87,881,591 

工银瑞信-工商银行-杭州富阳工

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7,881,591 人民币普通股 87,881,5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系中国石油集

团济柴动力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直接持有海峡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海峡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海峡能源有限公司 40%股权，海峡

能源有限公司为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厦门）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持有其 47%股权。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限公司、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厦门）有限

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泰康资产丰华股

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终受益人为中石

油集团企业年金计划，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中石油集团企

业年金计划与中石油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泰康资产丰华股票专项

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石油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情形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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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不存在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财务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初余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分析 

交易性金融资产 39,828,969,305.46 28,673,371,966.67 38.91% 
主要系基金及债券投资增加

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 542,338,225.85 193,151,932.81 180.78% 
主要系公司持有的套期工具

公允价值正常市场波动所致 

应收账款 67,395,968.32 32,883,070.91 104.96% 
主要系保险经纪业务规模扩

大及结算周期特性影响所致 

应收保费 332,022,788.69 94,126,140.25 252.74% 
主要系保险业务规模扩大以

及结算周期特性影响所致 

应收分保账款 823,704,030.85 615,499,317.96 33.83% 
主要系分保业务规模扩大所

致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9,977,402,964.91 10,957,121,872.98 82.32% 

主要系公司根据资金头寸管

理需要，调整资产配置结构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17,209,537,957.80 49,893,956,734.38 -65.51% 
主要系短期其他债权投资减

少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346,642,256.62 2,269,803,591.28 -40.67% 
主要系本期将部分股票投资

获利出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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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产 414,692,572.84 1,157,076,736.39 -64.16% 

主要系本期办妥手续将股权

购买款结转至长期股权投资

所致 

向中央银行借款 2,054,964,727.57 1,331,118,158.96 54.38% 
主要系根据资金管理情况增

加向央行借款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332,198,800.07 235,604,170.83 41.00% 
主要系公司持有的套期工具

公允价值正常市场波动所致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43,757,578,009.17 30,324,453,052.37 44.30% 

主要系公司根据资金头寸管

理需要，调整负债结构所致 

其他应付款 6,324,868,907.89 9,272,220,519.83 -31.79% 
主要系银行业务代付款项减

少所致 

应付分保账款 845,628,713.57 582,439,914.79 45.19% 
主要系分保业务规模扩大所

致 

已赚保费 190,214,862.87 143,976,749.90 32.11% 
主要系财险业务保费增加所

致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

金净额 
47,728,389.57 -21,353,714.67 -323.51% 

主要系本期保险业务规模扩

大所致 

分保费用 30,983,095.35 -43,539,283.77 -171.16% 
主要系摊回分保费用列报口

径变化所致 

财务费用 85,197,076.13 26,107,640.84 226.33% 
主要系债券利息支出增加所

致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4,810,024.66 -33,031,429.51 -175.11% 

主要系代客结售汇业务收益

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485,933,818.39 -220,239,136.39 120.64% 

主要系贷款规模扩大，预期信

用损失计提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68,138,414.23 886,952,957.66 -152.78% 

主要系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获

利出售以及其他债权投资公

允价值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075,893,067.68 -4,216,595,029.90 -1182.45% 

主要系客户存款及同业存放

款项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130,053,146.60 6,664,629,721.91 277.07% 

主要系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794,219,546.86 2,632,402,252.12 -434.08% 

主要系偿还借款支付的现金

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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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

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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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 

会计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

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 

本期购买金

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

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债券 - 
19 附息

国债 03 

2,180,207,50

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4,669,376.39 

2,180,207,500.0

0 
 6,350,546.45 

2,180,207,50

0.00 

其他债权

投资 
自有资金 

债券 - 
19 附息

国债 05 

390,556,140.

00 

公允价值

计量 

390,556,140.

00 
 2,313,072.45 

2,700,000,000.0

0 

      

388,114,512.45  10,266,833.33 
2,704,754,70

0.00 

其他债权

投资 
自有资金 

债券 - 
19 附息

国债 11 

70,134,050.0

0 

公允价值

计量 

70,134,050.0

0 
 7,415,445.99 

1,830,000,000.0

0 

        

46,781,705.99  
2,083,606.56 

1,860,767,79

0.00 

其他债权

投资 
自有资金 

债券 - 
19 附息

国债 12 

2,349,322,56

0.00 

公允价值

计量 
  6,246,986.60 

2,349,322,560.0

0 
 9,251,106.56 

2,349,322,56

0.00 

其他债权

投资 
自有资金 

债券 - 
20 附息

国债 02 

2,160,537,15

0.00 

公允价值

计量 
  3,622,186.95 

2,160,537,150.0

0 
 981,311.48 

2,160,537,15

0.00 

其他债权

投资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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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

产品 
- 

中航信

托-中化

工集团

162 号

1709221 

1,953,811,09

8.00 

成本法计

量 

1,953,811,098

.00 
     

1,953,811,09

8.00 
债权投资 自有资金 

基金 - 
建信现

金增利 

1,500,000,00

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999,553.61  

1,500,000,000.0

0 
  

1,501,999,55

3.61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US06428

YAA47 

中银香

港优先

股 

1,417,020,00

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511,728,587

.60 
 116,488,587.60    

1,464,603,53

1.60 

其他债权

投资 
自有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XS16847

93018 

邮储银

行优先

股 

1,417,020,00

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416,391,83

8.40 
 21,151,838.40    

1,407,270,90

2.40 

其他债权

投资 
自有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

资 

192,419,450,

066.51 
-- 

213,041,873,

023.17 

1,253,175,464.

08 
305,546,762.07 

110,323,108,03

1.06 

131,579,956,206

.52 

1,292,442,074.2

9 

191,967,786,

833.94 
-- -- 

合计 
205,858,058,

564.51 
-- 

218,384,494,

737.17 

1,255,175,017.

69 
477,454,256.45 

123,043,175,24

1.06 

132,014,852,424

.96 

1,321,375,478.6

7 

209,551,061,

619.55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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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71,021.04 71,021.04 0 

合计 71,021.04 71,021.04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

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