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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7    证券简称：中油资本   公告编号：2021-016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

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独立董事韩方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审议本

报告的董事会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罗会远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公司董事谢海兵先生与董事周远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亲自出席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一致委托副董事长蒋尚军

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其他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

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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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2,079,07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7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油资本 股票代码 0006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旭扬 王云岗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

号石油金融大厦 B 座 22 层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

号石油金融大厦 B 座 22 层 

传真 010-89025555 010-89025555 

电话 010-89025678 010-89025597 

电子信箱 zyzb@cnpc.com.cn wangyungang@cnpc.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中油资本主要通过其控股、参股公司昆仑银行、中油财务、

昆仑金融租赁、中油资产、专属保险、中意财险、中意人寿、昆

仑保险经纪、中银证券、中债信增与昆仑数智，分别经营银行业

务、财务公司业务、金融租赁业务、信托业务、保险业务、保险

经纪业务、证券业务、信用增进业务与智能化数字化业务，是一

家全方位综合性金融业务公司。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无重大

变化。 

（1）银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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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银行经营银行业务。昆仑银行是经原中国银监会批准的

银行类金融机构，主要经营公司金融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国际

业务、金融市场业务、投行业务、网络金融业务及信用卡业务。 

（2）财务公司业务 

中油财务经营财务公司业务。中油财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

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为中石油集团及其成员企业提供

财务管理及多元化金融服务，服务范围包括吸收存款、信贷业务、

结算业务、资金业务、国际业务、中间业务以及投资业务。 

（3）金融租赁业务  

昆仑金融租赁经营金融租赁业务。昆仑金融租赁是经原中国

银监会批准设立的第一家具有大型产业集团背景的金融租赁公

司，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和经营性租赁等业务，租赁业务投放主

要分布在交通运输业、制造业、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 

（4）信托业务 

中油资产主要通过其子公司昆仑信托经营信托业务和固有

业务。信托业务包括融资信托、证券投资信托、股权投资信托、

房地产信托、基金化信托等；固有业务包括固定收益类品种投资

和证券类品种投资等。同时，中油资产持有山东信托18.75% 股

份，为其第二大股东，主要从事资金信托、财产信托、投资银行、

资产管理和证券投资基金等业务。 

（5）保险业务 

专属保险经营中石油集团自保业务。专属保险是经原中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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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批准，由中石油集团在中国境内发起设立的首家自保公司，

按照原中国保监会的批准许可规定，专属保险的服务对象限定于

中石油集团内部，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中石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和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以及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保险资金运用等业务。另外，专属保险还受托管理中石油集团安

全生产保证基金。 

中意财险经营财产保险业务。中意财险是经原中国保监会批

准成立的由中石油集团和意大利忠利保险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的

全国性合资财产保险公司，是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的财产保险公司。

中意财险经营主要险种包括机动车辆险、企业财产险和责任险、

各类油气能源类保险产品、家庭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多种类型产品，形成了多样化的财产保险产品体系。 

中意人寿经营人寿保险业务。中意人寿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后首家获准成立的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经原中国保监会批准

成立，由中石油集团和意大利忠利保险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主要

经营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以及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并首批获得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经营

资质。此外，中意人寿通过其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固定收益类投资、权益类投资，项目投资及境外委托资产管

理。 

（6）保险经纪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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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保险经纪经营保险经纪业务。昆仑保险经纪是经原中国

保监会批准的全国性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是中国内地第二家取得

劳合社注册经纪人资质的保险经纪公司。主要经营风险管理咨询、

损失风险咨询、保险经纪等业务。客户及项目涉及石油石化能源、

建筑工程、交通运输、装备制造、进出口贸易、信息技术、金融

等多个行业。此外，昆仑保险经纪通过子公司竞胜保险公估有限

公司提供保险理赔、防灾防损、代位追偿、残值处理、海事处理

等业务。 

（7）证券业务 

中油资本参股中银证券，中银证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证

券公司，证券代码601696，主营业务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

询、与证券交易及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

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代销金融产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等。中银证券通过全

资子公司中银国际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银国际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分别从事期货业务和直接投资业务。 

（8）信用增进业务 

中油资本参股中债信增，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对

中债信增进行监管。中债信增是我国首家专业债券信用增进机构，

提供企业信用增进服务、信用产品的创设和交易、资产管理、投

资咨询等服务。中债信增致力于为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多种

类、高技术含量的信用增进服务产品，有助于解决低信用级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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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9）昆仑数智 

中油资本参股昆仑数智，主要业务聚焦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

用研究和服务实施，构建集信息通信等业务的咨询、设计、研发、

交付、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价值链，提供流程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技

术研发和服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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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总收入 30,127,421,045.60 33,125,741,696.92 -9.05% 33,885,599,82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843,863,454.16 7,792,586,363.51 0.66% 7,322,134,37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836,306,813.52 7,566,609,654.15 3.56% 7,205,472,854.8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102,107,033.02 30,033,523,276.48 -210.22% -27,130,947,462.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2 0.62 0.00%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2 0.62 0.00% 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9.09% 9.75% -0.66% 9.90% 

总资产 940,043,383,041.14 933,379,984,762.84 0.71% 891,490,218,6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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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8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9,414,362,738.07 83,971,261,508.83 6.48% 77,464,371,443.2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总收入 7,910,257,738.16 7,496,948,735.57 7,170,363,884.76 7,549,850,68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03,436,747.30 2,403,112,338.22 1,850,646,333.35 1,686,668,03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903,011,813.77 2,386,819,841.12 1,846,582,096.59 1,699,893,062.0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4,075,893,067.68 -8,095,859,516.23 -17,701,434,731.18 46,771,080,282.0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

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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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 

25,63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户） 

60,06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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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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8,83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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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494,911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95% 246,068,455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 246,068,455    

中建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95% 246,068,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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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68,455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5% 246,068,455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2% 242,286,175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

力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1% 241,53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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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34,230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中石油集团系济柴动力的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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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柴动力、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厦门）有限公司与中石油集
团构成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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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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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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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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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

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

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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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9 昆仑 01 112940 

2019 年 

07 月 29

日 

2022 年 

07 月 29 日 
420,000 3.55%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0年5月26日，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

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19昆仑01”的信用等

级为AAA。具体详情见本公司于2020年5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 

在“19昆仑01”的跟踪评级期限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将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

并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82.75% 83.55% 减少 0.80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

比 
2.57% 2.57% 无变化 

利息保障倍数 64.34 184.64 减少 65.1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极不平凡、极具挑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低油价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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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金融风险上升、行业息差收窄、国际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等不利影响，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坚定

的政治信念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全力战疫情、防风险、强经营、

拓市场、抓改革、促创新，夺取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效益实现保

卫战“双胜利”，产融结合、市场拓展、资本运作、信息化建设

和党建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都实现新进展新成效，经受住了“大

战”“大考”检验。 

经过多年的持续奋斗，中油资本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目

标任务，在党的建设、经营业绩、市场化机制、产融结合融融协

同、资本运作、风险防控、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品牌形象获得广泛认同。  “十三五”期间累计实现全口径收入

1,749.5亿元、利润总额848亿元，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业务规模和经济效益处于央企综合性金融业务上市公司领先地

位，为“十四五”发展奠定了厚实基础。 

一是体制改革破局新生，重组上市圆满成功。五年前，中油

资本成立，成为金融业务整合、金融股权投资、金融资产管理和

监督、金融业务风险管控的专业化平台公司。中油资本于2017

年2月10日成功实现重组上市，重组规模达755亿元，配套融资190

亿元，创下当时A股重大资产重组规模最大、用时最短的记录，

为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通过重组上市，

大幅提升了国有资产价值，为金融业务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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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机遇，使金融业务发展踏上新征程，进入新阶段。 

二是经营业绩持续提升，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利润总额从

2016年的145.1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84.2亿元，主要指标一年

一个台阶。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9,400.4亿元，实

现全口径合并收入366.2亿元，利润总额184.2亿元，净利润151.2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78.4亿元。“十三五”期间，中

油资本各金融企业积极进取，经营业绩稳步增长，盈利能力不断

提升，部分金融企业处于行业顶尖或一流水平，核心竞争力显著

增强。 

三是股权投资蹄疾步稳，资本运作开局良好。以资本为纽带，

通过基金和直投方式，拓宽产业布局，引领战略协同。2018年投

资中美绿色基金，布局绿色低碳领域，投资契合国家战略发展、

碳达峰碳中和及能源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收益良好。基金建立了

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体现了公司助力碳中和，推崇绿色投资

的实践和创新；8亿元出资国科投资基金，以智能化为主线，推

动产业变革；推动设立中国OGCI气候基金，加入全球油气行业

气候倡议组织，牵头在中国设立专门针对温室气体减排、环境绿

色发展的产业投资基金，助力低碳发展转型；基石投资中国铁塔，

综合收益率59%，创效4.1亿元，有效促进央企间业务协同；出资

2亿元投资昆仑数智，以数字化转型助力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力支持成员金融企业增加注册资本，平台作用日益凸显。目前

各投资项目效果良好，有力提升了公司价值，逐步形成上下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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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联动的资本运作和股权投资新模式。 

四是信息化建设初显成效，科技赋能方兴未艾。高质量编制

“十四五”信息化规划，成功上线财务分析等信息系统，持续推

进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各成员企业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信息科技手段，提升管理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实现一定规模的

线上客户积累和较完整的线上渠道布局。中油财务初步建成基础

设施私有云平台，昆仑银行搭建并完善“两地三中心”灾备体系，

中意人寿成功开发阳光年金、掌E通、电子保单、微信营销、掌

上中意app等系统，中意财险实现互联网业务、中台核心和财务

三大系统成功再造，昆仑保险经纪自主开发综合业务管理等核心

系统。 

五是党的领导全面加强，治理体系逐步优化。扎实开展“两

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强思想理论武装，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把学习宣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

政治任务，完成中油资本和7家金融企业党建进章程，制定完善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严格执行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党委会前置

程序，规范决策行为，提升决策质量和效率。积极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一体

推进“三不”机制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积极探索

实践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将“战严冬、转观念、勇

担当、上台阶”主题教育活动与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有机融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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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推进，为打赢提质增效攻坚战凝聚奋进力量，大力弘扬石油精

神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创新开展“融融一家亲”等系列活动，

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有效发挥，营造了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彰显了

金融街上石油人的良好精神面貌。 

2.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

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

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见 “第十二节、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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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

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子公司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新设一家子公

司，具体请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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