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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成立於
2008年3月，是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由中
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油財務公司）在香港設
立的全資控股子公司，是中國首家及唯一一家獲批成立的
財務公司境外子公司。公司定位是服務中國石油天然氣集
團公司（以下簡稱中國石油集團）“走出去”發展戰略，統
籌管理中國石油集團境外資金，並為其海外業務提供綜合
性金融服務，是中國石油集團唯一的境外司庫中心。

公司的母公司中油財務公司是中國石油集團的內部銀行和
唯一的司庫中心，是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於1995年12

月成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中油財務公司是目前中國規模
最大、綜合實力最強的企業集團財務公司之一，在全國
170多家財務公司中資產、收入和利潤均排行第一。中國
石油集團以中油財務公司為平台建立集團資金集中管理體
系，中油財務公司始終享有中國石油集團強有力的支持，
是中國石油集團不可分割的戰略組成部分。

公司作為中油財務公司的重要組成部分，緊緊圍繞中國石
油集團國際化發展戰略，秉承“依托集團、服務集團”的
宗旨，充分發揮中國石油集團境外結算、籌融資和資金管
理平台職能，實施集團全球資金集中管理，統一辦理成員
單位資金結算，提供海外油氣項目融資，集中管控外匯風
險，致力提高集團資金運作效率和效益，並為集團海外業
務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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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開拓了多條融資渠道，融資種類主要涉及銀行授信、境外美元債券、境外
人民幣債券、歐洲中期票據和美國商業票據，以期建立長期穩定的資金供給。

截至2013年末，公司總資產309.77億美元，同比增加76.67億美元，增
長32.89%。全年實現營業總收入48,779萬美元，同比增加215萬美元，
增長0.44%。實現稅前利潤23,553萬美元，同比增加3,060萬美元，增長
14.93%。資產、收入和利潤分別佔中油財務公司的29.09%、15.32%和
22.19%。

公司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設有財務部、營業部、信貸部、金融
市場部、綜合部5個部門。公司先後於2009年、2011年在迪拜、新加坡設立
了全資子公司中國石油財務（迪拜）有限公司和中國石油財務（新加坡）有限公
司，作為公司的延伸服務平台，配合中國石油集團國際化發展海外戰略布局提
供全面的金融服務。

公司穆迪長短期信用評級A1/P1，標普長短期信用評級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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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經營以下金融業務：

為成員企業提供全球現金管理服務，實施中國石油集團境
外資金集中管理；吸收成員企業的存款，辦理成員單位的
結算，設計清算方案；從事銀行借款、債券和短期票據發
行；對成員單位辦理貸款、項目融資等信貸業務；為成員
單位辦理外幣兌換及金融衍生產品等套期保值方案設計及
實施；有價證券投資；對成員單位提供擔保、辦理成員單
位之間的委託貸款和委託投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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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發展歷程

2008
香港公司成立

2009
迪拜子公司註冊成立

2011
首次成功境外發行18.5億美元債券和
30億人民幣債券並取得良好信用評級
新加坡子公司註冊成立

2012
首次發行20億美元商業票據
發行11.5億美元債券

2010
開展境外人民幣購售匯交易

2013
設立70億美元的美元歐洲中期票據計劃
發行20億美元債券
設立40億美元的商業票據計劃
發行35億美元商業票據



董事長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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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公司積極應對動蕩的國際金融形勢和複雜的國內
外經營環境，始終堅持“依托集團、服務集團”的宗旨，
認真履行中國石油集團唯一海外司庫中心職能，為集團海
外業務發展提供金融服務，公司經營業績繼續穩步增長。
截至2013年12月末，公司資產總額309.77億美元，較上
年增長32.89%，全年實現利潤23,553萬美元，較上年增
長14.93%，各項資產質量良好，主要經營指標創歷史新
高。良好業績的取得，得益於集團國際化戰略的持續推
進，得益於中國石油集團和母公司中油財務公司強有力的
支持，也得益於集團各成員單位的大力支持。

王國樑 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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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一年充滿挑戰和考驗。中國石油集團新一屆黨組牢
牢把握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突出發展油氣主業，加強
產運銷儲綜合平衡，突出質量效益，強化投資和成本費用
控制，實現了生產指標穩定向好，保持了平穩健康發展。
國際化經營保持良好發展勢頭，成功收購莫桑比克海上、
哈薩克斯坦里海、伊拉克、俄羅斯等國重要項目股權，
中標巴西深海里貝拉項目，交割阿聯酋阿布扎比項目，中
緬天然氣管道全線投入運營，海外大慶建設朝着更高目標
邁進。母公司中油財務公司作為中國石油集團司庫中心和
內部銀行，充分發揮結算、籌融資、資金管理平台職能，
為集團建設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服
務。2013年底中油財務公司資產規模達到6,492億元人民
幣，實現利潤64.8億元人民幣，分別比上年增長9.3%和
6.3%，繼續保持中國規模最大、綜合實力最強的企業集
團財務公司，資產、收入和利潤等主要指標連續11年在全
國170多家財務公司中均排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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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正值公司成立5週年，在中國石油集團和母公司
的支持下，公司緊緊圍繞集團公司建設國際化能源公司
戰略，持續提升國際化服務能力和水平，五年來經營業
績保持快速增長，資產和利潤年均增長率分別保持在
39.53%、41.96%。2013年再次成功續發20億境外美元
債券，新建70億美元歐洲中期票據計劃，增發20億美元
美國商業票據，全面拓寬境外籌融資渠道；新簽貸款合同
197億美元，金額達過去三年之和，首次作為境外融資牽
頭行，貸款結構日趨優化，貸款模式不斷豐富。支持集團
國際化發展能力顯著增強，服務實體產業、保障實體經濟
的功能進一步強化。公司繼續保持高信用評級，穆迪、惠
譽和標普都給予了國家主權級或僅次於國家主權級的良好
評級，公司作為中國石油集團唯一海外司庫中心的定位愈
來愈得到國際市場認可，為今後公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
礎。這些成績的取得也與廣大投資者對中國石油集團的信
任密不可分，在此我表示誠摯謝意。

2014年，公司將繼續圍繞中國石油集團建設世界水平綜合
性國際能源公司戰略，積極開拓，努力創新，持續推進境
外資金集中管理，發揮海外融資平台功能，確保資金池安
全高效，持續推進精細化管理，為中國石油集團國際化戰
略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服務。

新的一年，希望廣大投資者和合作伙伴繼續與公司密切合
作，共享中國石油集團穩健發展的成果。最後，本人謹對
社會各界的關心、成員單位的大力支持、以及全體員工的
辛勤努力，致以衷心地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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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公司認真貫徹執行董事會及公司總部要求，圍繞
公司職能定位和中國石油集團國際化發展戰略，積極應對
動蕩的國際金融環境和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充分發揮
中國石油集團境外唯一司庫平台職能，全面拓寬國際市場
融資渠道，不斷提升服務水平，為中國石油集團海外業務
提供信貸和資金管理支持。公司結算、籌融資、資金管理
平台功能得到充分發揮，各項業務繼續保持快速、穩步增
長。

一、 資產大幅攀升，利潤穩健增長

截至2013年末，公司總資產309.77億美元，同比
增加76.67億美元，增長32.89%。全年實現營業
總收入48,779萬美元，同比增加215萬美元，增長
0.44%。實現稅前利潤23,553萬美元，同比增加
3,060萬美元，增長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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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營業務保持健康快速發展

（一） 信貸業務
公司全面跟蹤參與中國石油集團海外項目融資，全
年重點支持了哈薩克斯坦卡沙甘區塊油氣資產、莫
桑比克4區塊天然氣資產、伊拉克西古爾納－1油
田、澳大利亞天然氣資產等收購項目，以及委內瑞
拉MPE3超重油區塊項目、中亞天然氣及原油管道融
資建設運營項目等十余個大型項目融資，通過香港
公司、新加坡子公司和迪拜子公司為集團海外項目
提供信貸資金。全年新簽貸款合同197.29億美元，
累計發放各類貸款334.24億美元，期末余額261.30

億美元，同比增加122.46億美元，增長95.24%，新
簽合同額達到前三年的總和。

（二） 結算與資金管理
公司不斷提升結算服務質量，提高結算效率，利
用香港、新加坡、迪拜三個資金池實施中國石油
集團境外資金集中管理。全年歸集成員單位存款
63.55億美元，辦理結算3,002.80億美元，同比增長
69.19%，境外資金集中度90%。

（三） 籌融資業務
公司作為中國石油集團境外籌融資平台，積極為其
海外業務籌集資金，全面拓寬境外籌融資渠道。一
是再次成功續發20億美元債；二是新建70億美元歐
洲中期票據計劃；三是將美國商業票據發行額度由
20億美元增至40億美元；四是擴大銀行授信，與32

家銀行簽署了153億美元授信額度。公司在國際市場
認可度進一步加強，金融服務能力顯著提升。

（四） 外匯交易及衍生業務
公司作為中國石油集團統一的外匯交易平台，充分
發揮專業優勢，為集團成員單位提供貨幣兌換和外
匯避險服務。為海外收購和融資設計套期保值方
案，節約收購成本，有效規避外匯風險，同時有效
管理公司匯率和利率風險，提高自身資產負債管理
能力。全年辦理各類外匯交易322億美元，其中即期
交易250.45億美元，衍生交易70.5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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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證券投資業務
公司證券投資始終堅持審慎穩健原則，嚴格控制投
資風險，充分抓住市場時機，優化調整投資組合，
新增債券投資2.48億美元，售出債券1.43億美元，
實現投資收益較大增長。年末投資余額4.52億美
元，全年實現利潤2,488萬美元。

（六） 分支機構建設
新加坡子公司充分發揮“區域資金管理中心”
（Finance and Treasury Center，簡稱FTC）職能，
開展資金管理、貸款、發票融資、兌換、結算等業
務，為當地企業提供服務。公司所屬迪拜子公司和
新加坡子公司作為公司的延伸服務平台，服從公司
整體發展規劃，充分發揮各自優勢，拓展了公司服
務覆蓋面，進一步提升了公司金融服務能力。

公司作為中國石油集團唯一的境外司庫中心，始終
得到中國石油集團和母公司強有力的信用支持，在
中國石油集團國際化發展戰略中發揮着愈來愈重要
的作用。公司將堅持為中國石油集團“走出去”提
供全面金融服務，在穩健經營中創造價值，實現健
康、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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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王國樑
中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王國樑現任公司董事長，同時兼任中國石油
天然氣股份董事、中油財務公司董事長。王
先生是教授級高級會計師，在中國石油天然
氣行業擁有逾30年的工作經驗。1995年10月
起任中油財務公司副總裁，1997年11月起任
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公司副總經理兼總會
計師，1999年11月起任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
公司財務總監，2007年2月起擔任中國石油
天然氣集團公司總會計師。2008年5月
被聘任為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公司
董事。2013年7月，王先生因
年齡原因卸任中國石油天然氣
集團公司總會計師。王先生
2011年2月被聘任為本公司
董事長。

王國樑 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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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柴守平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財務部主任
柴守平現任公司董事，同時兼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財務部主任。柴先生是教授級高級會計師，在中國石油天然氣
行業擁有逾20年工作經驗。自1999年至2012年曆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財務部信息管理處處長、中國石油天然氣
股份財務部副總會計師、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財務部副總經理。自2012年9月起歷任中國石油海外勘探開發分公司總會
計師、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財務部總經理。自2014年1月起，柴先生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財務部主任。柴先生2012年
11月被聘任為本公司董事。

4 5 6

柴守平 劉戩

馬曉峰

蘭雲升

王永發

梁萍

廖筱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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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戩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財稅價格部主任
劉戩現任公司董事，同時兼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財稅價格部主任。劉先生是高級會計師，在中國石油天然氣行業
擁有逾30年工作經驗。自2000年10月起任中油國際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兼總會計師，2008年4月起任中國石油
天然氣集團公司工程建設分公司副總經理兼總會計師，2009年8月起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財務資產部副主任。自2014

年1月起，劉先生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財稅價格部主任。劉先生2011年4月被聘任為本公司董事。

蘭雲升
中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蘭雲升現任公司董事，同時兼任中油財務公司總經理。蘭先生是教授級高級會計師，在中國石油天然氣行業擁有逾30

年工作經驗。1999年5月起歷任撫順石化公司總會計師、中國石油撫順石化分公司總會計師，吉林石化分公司副總經理
兼總會計師、吉林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自2004年2月至2008年3月任中油財務公司副總經理。
蘭先生自2008年4月起任中油財務公司總經理。此外，蘭先生還是全國政協委員和民革中央常委。蘭先生2011年4月被
聘任為本公司董事。

梁萍
中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
梁萍現任公司董事，同時兼任中油財務公司副總經理。梁女士是高級會計師，在中國石油天然氣行業擁有逾40年工作
經驗。自1999年12月起歷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財務部副總會計師兼資金處處長、中油財務公司副總經理、中油財務
公司總經理，自2008年4月起任中油財務公司副總經理。梁女士2008年3月被聘任為本公司董事。

馬曉峰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財稅價格部副主任
馬曉峰現任公司董事，同時兼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財稅價格部副主任。馬先生是高級會計師，在中國石油天然氣
行業擁有逾20年工作經驗。自1999年至2007年曆任中油財務公司大慶分公司總經理、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公司財務部
資金結算處處長、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公司財務部副總會計師。2007年至2013年任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公司財務部副
總經理。自2014年1月起馬先生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財稅價格部副主任。馬先生2009年8月被聘任為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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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發
中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
王永發現任公司董事，同時兼任中油財務公司副總經理。王先生是高級會計師，在中國石油天然氣行業擁有逾30年工
作經驗。自2001年3月起任中油財務公司辦公室主任，自2005年8月至2008年3月，任新疆阿勒泰地委委員、行署副專
員。自2008年3月起任中油財務公司副總經理。王先生2011年4月被聘任為本公司董事。

廖筱燕
中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
廖筱燕現任公司董事、總經理，同時兼任中油財務公司副總經理。廖女士是高級會計師，在中國石油天然氣行業擁有逾
20年工作經驗。自1999年至2008年，歷任中油財務公司管理稽核部副經理、財務部副經理及國際業務部經理、總經理
助理等職務。廖女士自2010年7月起任中油財務公司副總經理。自2008年3月起，任本公司董事、總經理。

高級管理人員
廖筱燕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
張筠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趙化冰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郭弘德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王勁松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財務總監



18

組織機構圖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2013年年報

51% 49%

100%

100%

100%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中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營
業
部

信
貸
部

金
融
市
場
部

財
務
部

綜
合
部

迪
拜
子
公
司

新
加
坡
子
公
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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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隨着公司各項業務的快速發展，公司持續審視
現有公司治理結構，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和內控體系，嚴
格執行董事會和中油財務公司各項風險管理政策及工作部
署，加大風險監控力度，不斷提高內控和風險管理水平，
公司業務保持健康發展。

公司治理

公司董事會是公司治理架構核心，主要負責制定公司中長
期發展戰略並監控其執行情況；審批年度業務計劃和財務
預算；制定公司風險管理戰略並監控其執行情況；負責公
司治理及合規建設等其他工作。公司同時接受母公司中油
財務公司的垂直領導和監督，重大信貸、投資業務及重大
開支均需上報中油財務公司總部批准。

目前公司董事會由8名董事組成，公司總部管理層均為公
司董事，董事長由中油財務公司董事長擔任。2013年，董
事會召開會議2次，審議通過工作報告、財務報告、擴大
美國商業票據發行額度、發行境外美元債券並設立EMTN

計劃、聘任新加坡子公司總經理、在港購置辦公場所等7

項議案。

內控與風險管理

公司董事會和中油財務公司總部統一領導和部署公司內控
工作，並編製內控管理手冊，作為公司內控體系建設依
據。同時，公司內控體系接受中油財務公司總部的監督管
理。

作為中油財務公司的全資境外子公司，公司接受中國銀行
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現場和非現場監管，各項監控指標與公
司總部實行並表監管。公司定期向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
員會報送業務報表、報告公司重大事項。公司作為中國國
有控股企業全資境外子公司，同時接受國務院國有資產監
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審計署等政府管理機關的監管，接受
定期審計，定期報送相應重大業務事項報告，執行境外資
產監管、重大風險業務的統一管理規定。公司根據內、外
部監管機構要求，不斷完善內控制度體系建設，確保合規
運作。

此外，公司還聘請常年法律顧問，協助公司管理法律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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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會，負責審批風險管理的戰略、政策
和程序，確定公司可以承受的總體風險水平，
監控和評價風險管理的全面性、有效性及高級
管理層在風險管理方面的履職情況；審議公司
重大投資方案，明確投資品種、規模和投資風
險控制要求；公司按照董事會確定的風險政策
在授權範圍內，對信貸、投資等風險業務進行
審核和風險控制。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董事會

公司總經理

風險審查小組

業務部門

－ 公司總經理，負責管理公司各類風險，審批各
項業務活動，確保落實董事會通過的各項風險
管理政策；

－ 公司風險審查小組，由公司管理層和各業務部
門經理組成，對公司涉及重大風險業務如信
貸、投資等進行審查，並將審核意見提交公司
總經理；

－ 各業務部門主要負責業務風險日常監控；

總部風險管理機構

信貸業務審查小組

投資業務審查小組

風險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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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總部設立信貸業務審查小組和投資業務審
查小組，分別對公司提交的信貸和投資業務報
告進行復審；

－ 總部管理稽核部，負責對公司內控體系運行情
況實施指導、監督和測試。

公司面臨的主要風險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
險和流動性風險。

信用風險管理

信用風險指因客戶或交易對手未能或不願意履行與公司簽
訂的合約責任的風險。信用風險主要來自借貸及資金業
務，包括同業存款、外匯及衍生交易、債券投資等。公司
海外項目自營貸款須經中國石油集團資金部審核批准，貸
前實行嚴格的三級審批。公司的貸款對象均為中國石油集
團內部成員企業，同業存款、外匯交易、投資等業務的交
易對手均選具有較大的資產規模、財務狀況良好的高信用
等級銀行和機構。

市場風險管理

市場風險指因金融市場價格，包括債券價格、股票價格、
利率、匯率變化導致公司資產損失的風險。公司採取穩健
的市場風險偏好，保持風險與收益的平衡。在董事會核定
的額度和可投資產品範圍內，審慎開展債券、基金、股票
等投資業務，各項投資方案均需報中油財務公司總部審
批。投資實行前、中、後台分離操作，對投資產品實行嚴
格的風險監控。

操作風險管理

操作風險是指由不完善或有問題的內部程序、人員及系統
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損失的風險。

公司操作風險遵循中國銀監會《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管理指
引》、公司董事會和中油財務公司總部要求，實行“三級管
控”的風險管理策略。公司業務部門依據職責分工、操作
流程和業務類型負責本部門的操作風險一級管控；公司管
理層和風險審查小組負責操作風險二級管控，統籌公司內
控制度建設，指導、檢查、評估業務部門操作風險管理和
執行情況，審議操作風險管理重大事項；中油財務公司總
部作為三級管控，對公司操作風險進行統一監督和定期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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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公司着力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精細化管
理，操作風險防控機制進一步完善。根據業務變化情況，
梳理、修訂規章制度和業務流程，尤其注重涉及資金安全
的管理環節，明確崗位職責，確保崗位之間相互牽制；嚴
格界定操作權限和審批權限，強化制度執行力；對重點業
務風險點和薄弱環節進行全面檢查；結合公司業務發展和
風險控制點，全面啟動信息化改造建設，通過提高信息化
水平強化操作風險管控；建立了完善的信息系統災備、安
全防護機制，制定了應急預案，保障信息系統安全穩定運
行；加強員工技能培訓和職業道德教育，強化風險識別和
處理能力，培育全員風險意識文化。

流動性風險管理

流動性風險是指公司因無法提供資金以應對資產增加或履
行到期債務而可能要承受的損失。中國石油集團對成員企
業實行資金計劃管理。公司根據該資金計劃備足頭寸資
金，同時與32家銀行簽署近153億美元短期融資授信，並
建立了40億美元商業票據發行額度，遵循穩健的流動性
風險偏好，確保在正常情況或特殊背景下均有能力提供穩
定、可靠和足夠的現金來源，滿足流動性需求。

中國石油集團和母公司為公司各項業務提供全面的支持協
議，給予公司強有力的信用支持和流動性保障。

公司將繼續完善內控和風險管理體系，加強風險識別、計
量、評估和監控，完善規章制度和操作流程，加強合規性
審核，有效預防和控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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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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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董事謹此提呈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董事報告，以及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之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金融產品投資以及向其最終控股公司及旗下附屬公司提供金融服務。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詳情載
於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6。

經營成果及利潤分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營業績及本公司與本集團於該日之業務狀況載於合併財務報表第42

頁至第45頁。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詳情載於合併財務報告附註11。

董事

於本年度內及直至本報告刊發之日在任之董事如下：

王國樑
蘭雲升
梁萍
劉戩
馬曉峰
柴守平
王永發
廖筱燕

本公司組織章程內並無有關輪值告退細則，所有余下董事繼續留任。

董事之合約權益

除合併財務報告附註28所披露者外，於本年度完結時或在本年度任何時間，本公司、其任何控股公司、附屬公司或同
系附屬公司並無訂立與本公司董事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之重要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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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於年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任何控股公司、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購入本
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利。

管理合約

本年度本公司並無訂立或擁有有關本公司整體或任何主要業務之任何管理及行政合約。

審計師

於本公司來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將提呈決議案，續聘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審計師。

代表董事會

董事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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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各股東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吾等已審核載於第42頁至第76頁之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之合併財
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及公司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合併綜合收益表、合併權益
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一份主要會計政策之概要及其他解釋資料。

董事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貴公司董事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編製及真實並公平地呈列此等合併財務報
表，及落實其認為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所必要的內部控制，以使合併財務報表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
述。

審計師之責任

吾等之責任是根據吾等審核工作之結果，對該等合併財務報表作出意見，並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141條之規定，僅向整
體股東報告。除此之外概無其他用途。吾等概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責任。

吾等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該等標準要求吾等遵守道德規定，以及策劃及進行審核
工作，以就該等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存有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之確定。

審核工作包括進行程序，以獲得有關該等合併財務報表所載數額及披露事項之審核憑證。所選擇之程序取決於審計師之
判斷，包括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合併財務報表之重大錯誤陳述之風險評估。於作出該等風險評估時，審計師考慮與實
體編製及真實並公平地呈列合併財務報表有關之內部監控，以設計合適於具體情況之審核程序，而非為對實體之內部監
控之有效程度作出意見。審核工作亦包括評估董事所採用之會計政策是否合適及所作出之會計估計是否合理，同時亦評
估合併財務報表之整體呈報。

吾等相信，吾等所獲得之審核憑證乃充分及合適，以為吾等之審核意見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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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吾等認為，合併財務報表均已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與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利潤及現金流量狀況，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而妥善編製。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執業證書編號 P05309

香港，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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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3 2012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6 487,050 480,042
  

利息收入 6 454,392 455,167

利息支出 7 (244,986) (274,852)
  

淨利息收入 209,406 180,315

其他營運收入 6 32,658 24,875

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性投資之公允價值增加╱（減少） 2,793 (1,155)

其他（損失）╱收入 8 (2,215) 6,623

行政費用 (7,116) (5,728)
  

除所得稅前利潤 9 235,526 204,930

所得稅支出 10(a) (9,477) (12,572)
  

本年度利潤 226,049 192,358
  

其他綜合收益（除稅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損失）╱收益 (10,473) 15,742

重分類累積公允價值變動之項目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089) –

  

其他綜合收益（除稅後） (19,562) 15,742
  

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206,487 208,100
  



合併財務狀況表

29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2013年年報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3 2012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30,823 140
 遞延稅項資產 12 1,04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 427,177 297,618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 14 9,466,327 4,560,301

  

9,925,367 4,858,059
  

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 – 51,376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 14 16,760,918 9,179,684
 交易性金融資產 15 25,202 22,409
 衍生金融資產 16 56,234 78,475
 應收回稅項 1,637 –
 於非銀行財務機構之存款 17 503,238 1,043,226
 現金及銀行存款 18 3,704,304 8,076,594

  

21,051,533 18,451,764
  

流動負債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 19 11,535,313 10,882,436
 應付短期債券 20 3,498,882 1,829,010
 衍生金融負債 21 92,408 19,862
 借款－一年內到期 23 9,340,000 4,240,000
 應付債券 24 81,814 396,632
 應交稅金 99 4,705

  

24,548,516 17,372,645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3,496,983) 1,079,11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428,384 5,937,178
  

非流動資產負債
 其他貸款－一年後到期 22 – 200,000
 借款－一年後到期 23 387,742 1,711,521
 應付債券 24 4,927,360 3,116,023
 遞延稅項負債 12 – 2,839

  

5,315,102 5,030,383
  

資產淨值 1,113,282 906,79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5 400,000 400,000
 儲備 713,282 506,795

  

權益總額 1,113,282 906,795
  

代表董事會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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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股本
投資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利潤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400,000 (1,526) 89,406 210,815 698,695

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 15,742 – 192,358 208,100

轉入其他儲備 – – 59,631 (59,631) –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 14,216 149,037 343,542 906,795
     

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 (19,562) – 226,049 206,487

轉入其他儲備 – – 251,105 (251,105) –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 (5,346) 400,142 318,486 1,11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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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3 2012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
 稅前利潤 235,526 204,930

 調整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27 26

  來自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27) (121)

  出售衍生金融資產之收益 – (22,16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11,983) –

  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性投資之公允價值（增加）╱減少 (2,793) 1,156

  債券利息支出 164,005 113,985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現金流量 385,155 297,816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之增加 (12,487,260) (1,677,051)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之增加 631,842 1,537,118
  

經營活動所（動用）╱產生之現金 (11,470,263) 157,883

 已付債券利息 (147,914) (97,458)

 已付所得稅項 (15,720) (11,451)
  

經營活動所（動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1,633,897) 48,974
  

投資活動
 購買於非銀行財務機構之存款 539,988 4,014,281

 出售衍生金融工具所得款項 – 22,16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所得款項 159,868 –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248,786) –

 已收來自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股息 127 121

 持有至到期投資於到期時所得款項 – 26,400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31,210) (34)
  

投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419,987 4,062,928
  

融資活動
 新增借款 15,849,231 6,921,609

 發行債券所得款項 1,992,031 1,144,400

 償還應付債券 (396,632) –

 發行應付短期債券所得款項 1,670,000 1,830,000

 償還其他貸款 (12,073,010) (8,865,777)

 償還借款 (200,000) (601,667)
  

融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6,841,620 428,56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 (4,372,290) 4,540,467

於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076,594 3,536,127
  

於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現金及現行存款 3,704,304 8,07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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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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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2013年年報

營業部
(+852) 3509 6722

(+86) 10 8376 9212

信貸部
(+852) 3509 6728

(+86) 10 8376 9214

金融市場部
(+852) 3509 6730

(+86) 10 8376 9216

財務部
(+852) 3509 6715

(+86) 10 8376 9210

綜合部
(+852) 3509 6700

(+86) 10 8376 9209

(+852) 3509 6788 (Fax)

公司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一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4301-06室
Email：cpfhk@cnp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