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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5 二零一五年年度報告 /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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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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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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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歐

洲商業票據，以期建立長期穩定的資金供給。

截至2015年末，公司自營資產265.35億美元，較年初減少11.85億美元，下降4.28%。自營資產平均規模275.77億美

元，同比增加12.69億美元，增長4.83%。全年實現營業總收入82,376萬美元，同比增加12,867萬美元，增長18.51%。

實現稅前利潤45,321萬美元，同比增加7,918萬美元，增長21.17%。自營資產、收入和撥備前利潤分別佔中油財務公司

的44%、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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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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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經營以下金融業務：

為成員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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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成員單位的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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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委托貸款和委托投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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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公司發展歷程

設立20億美元的歐洲商業票據計劃

發行15億美元債券

設立60億美元的商業票據計劃

發行歐洲中期票據項下15億美元債券

發行42億美元商業票據

設立70億美元的歐洲中期票據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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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發行20億美元商業票據

發行11.5億美元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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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子公司註冊成立

香港公司成立

開展境外人民幣購售匯交易



董事長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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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香港公司緊緊圍繞中國石油集團全面建成世界水

平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戰略，積極應對國際油價持續大幅

下跌、資本市場跌宕起伏、集團公司效益和現金流下降的

嚴峻形勢，公司堅持穩健發展、嚴控風險、提升服務，有

效支持了集團公司實現全年穩增長的目標任務，經營利潤

實現歷年來最好水平，經營管理和服務水平持續提升，圓

滿完成了董事會確定的工作目標。

劉躍珍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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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致辭

截至2015年12月末，資產總額283.37億美元，與上年基本持平；全年實現利潤45,321萬美元，增長21.17%，完成董事

會目標的110.5%。香港公司實現了“十二五”規劃的圓滿收官。資產規模達到“十一五”末的2.13倍，年均增長16.37%；

年均實現利潤2.88億美元，年均增長39.01%；對母公司的貢獻度不斷提高，總資產、自營資產和撥備前利潤占母公司

比重分別從“十一五”末的19%、24%和12%增至29%、44%和31%。“十二五”期間，香港公司抓住集團公司海外業務

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按照「努力建設國際化一流金融服務平台」的目標要求，境外資金集中管理覆蓋面不斷拓展，

多元化境外融資渠道搭建完成，集團海外項目籌融資全面參與，集團外匯風險管理平台持續完善，專業優勢和市場創

效水平不斷提升。2015年香港公司榮獲了《歐洲金融》評選的「陶朱獎－最佳財務公司獎」，為集團公司建成全面高效的

境外司庫平台發揮了重要作用。

過去的一年中石油集團充滿挑戰和考驗。國際油價持續大幅下跌、國內油氣需求增速放緩、集團公司穩增長業績目標

難度徒增，面對巨大壓力，中國石油集團新一屆黨組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及時做出重塑良好形象、推進穩健發

展的重大決策，突出主營業務發展，妥善應對風險挑戰，深化開源節流降本增效，保持了油氣業務平穩運行，各項工

作取得新進展。經過“十二五”的發展，集團公司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顯著增強，在世界500強和50家大石油公司中

的排名分別從2010年第10和第5位上升至第4和第3位；原油產量、天然氣產量、原油加工量分別躍居國際可比公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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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2和第3位；資產規模超過4萬億元，是“十一五”末的1.5倍；海外油氣作業產量、權益產量分別比“十一五”末增長

59%和62%。年均實現營業收入、利潤總額、上交稅費與“十一五”相比，分別增長106%、持平和1.7倍，為國家經濟社

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集團公司的健康快速發展，也有力促進了香港公司及其母公司中油財務公司的穩健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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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末中油財務公司資產規模達到6,401億元人民幣，實現利潤68.55億元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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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利潤連續13年保持行業第一。

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中國石油集團將積極應對低油價，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穩健發展方針，大

力實施「創新、資源、市場、國際化」四大戰略，突出油氣主業，著力穩增長、調結構、補短板、提效益、防風險。香

港公司將繼續圍繞中國石油集團國際化發展戰略，扎實推進境外司庫職能建設，不斷提升資金運作效率和金融服務能

力，加強風險管控，為集團公司建設世界一流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作出新貢獻。

最後，本人謹對社會各界的誠信合作、成員單位的大力支持、以及全體員工的辛勤努力，致以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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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集團公司和各成員單位大力支持及公司總部的堅強領導下，公司緊緊圍繞集團全面建成世界水平的綜合性

國際能源公司戰略，按照董事會制定的經營目標，積極應對集團公司效益和現金流下降、境外貸款需求下降的不利形

勢，深入貫徹開源節流、降本增效，加強風險管理和資金運作，努力挖掘內、外部市場潛力，經營業績實現歷年最好

水平，經營管理和服務水平持續提升，有力支持了中國石油集團海外業務發展。

一、 經營業績持續較快增長

截至2015年末，公司資產總額283.37億美元，與上年基本持平，自營資產265.35億美元，較年初減少11.85億美

元，下降4.28%；自營資產平均規模275.77億美元，同比增加12.69億美元，增長4.83%。全年實現營業總收入

82,376萬美元，同比增加12,867萬美元，增長18.51%。實現稅前利潤45,321萬美元，同比增加7,918萬美元，增

長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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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業務回顧

二、 主營業務質量效益保持良好發展

（一） 信貸業務

2015年在國際油價持續低迷、國內經濟進入增速放緩的新常態背景下，集團公司持續壓縮資本開支、減債降息，

海外業務在持續幾年的高速發展後大幅放緩，企業貸款需求顯著下降。全年完成9個項目貸款合同簽署，全年累

計發放各類貸款86.51億美元，年末余額179.44億美元，同比減少40.56億美元，下降18.44%。

（二） 結算與資金管理

經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准，集團公司於2015年先後獲得跨境雙向人民幣和外匯資金池業務資格，集

團公司通過中油財務公司及其子公司香港公司進一步完善和提升了資金集中管理功能，實現境內外資金池雙向調

劑，公司跨境金融服務能力得到提升。全年歸集成員單位存款75.24億美元，同比增長11.59%，辦理結算47,063

筆，同比增長9%，結算量1,705.41億美元，同比降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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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35家銀行簽署授信額度191.55億美元；

累計發行美國商業票據64.09億美元，新增設立20億美元歐洲商業票據額度，融資渠道持續擴大，資金保障能力

進一步提升。

（四） 外匯交易及衍生業務

公司作為中國石油集團統一集中的外匯交易平台，充分發揮專業優勢，為集團成員單位提供貨幣兌換和匯率、利

率套期保值服務。有效對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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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9

億美元，同比基本持平，其中即期交易65.42億美元，遠期17.81億美元，外匯掉期64.87億美元，交叉貨幣掉期

10.29億美元。

（五） 證券投資業務

公司證券投資以固定收益類為主，始終堅持審慎穩健原則，實現投資收益平穩增長。年末投資余額7.97億美元，

全年投資收入3,185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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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分支機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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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展資金管理、貸款、結算等業務，拓展了公司服務覆蓋面，各項業務實現穩步增長，分支機構資產總額102.14億

美元，成為公司業務發展的有力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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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要作用。公司將繼續努力建設一流境外金融服務平台，為集團公司和成員企業提供

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務保障，不斷提升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發展質量效益，實現自身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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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劉躍珍現任公司董事長，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集團公司總會

計師、中國石油股份公司董事、中油財務公司董事長。劉

先生是研究員級高級會計師，在財會行業擁有逾30年的工

作經驗。2006年11月起任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總會計

師；2013年12月起任中國石油集團公司總會計師。2014

年5月被聘任為中國石油股份公司董事。劉先生2015年8

月被聘任為本公司董事長。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總會計師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劉躍珍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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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至2008年3月任中油財務公司

副總經理。蘭先生2008年4月起任中油財務公司總經理。

此外，蘭先生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委

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常委。蘭先生2011年4月被聘任

為本公司董事。

中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蘭雲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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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構成

柴守平現任公司董事，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集團公司財務部

總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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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至2012年歷任中國石

油集團公司財務部信息管理處處長、中國石油股份公司財

務部副總會計師、中國石油股份公司財務部副總經理。

2012年9月起歷任中國石油海外勘探開發分公司總會計

師、中國石油股份公司財務部總經理。2014年1月起，柴

先生任中國石油集團公司財務部總經理。柴先生2012年

11月被聘任為本公司董事。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財務部總經理

柴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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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起歷任中國石油集團公司財務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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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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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

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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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構成

盧耀忠現任公司董事，同時兼任中國石油海外勘探開發分

公司總會計師、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公司總會計師、

中油國投公司財務總監。盧先生是高級會計師，在中國石

油天然氣行業擁有逾20年工作經驗。自2004年至2013年

歷任中油國際（哈薩克斯坦）公司中哈管道項目副總經理、

中油國際(PK)公司副總經理兼總會計師、中油國際（哈薩

克斯坦）公司總會計師；2013年8月起任中國石油海外勘

探開發分公司總會計師、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公司總

會計師、中油國投公司財務總監。盧先生2015年8月被聘

任為本公司董事。 中國石油海外勘探開發分公司總會計師

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公司總會計師

中石油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財務總監

盧耀忠

朱東梅現任公司董事，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集團公司資金

部副總經理。朱女士是高級會計師，在中國石油天然氣

行業擁有逾20年工作經驗。2009年10月起歷任中國石油

集團公司財務資產部境外資金管理處正處級幹部、處長；

2012年10月任中國石油集團公司財務資產部副總會計師；

2014年7月起任中國石油集團公司資金部副總經理。朱女

士2015年8月被聘任為本公司董事。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資金部副總
經理

朱東梅



17 二零一五年年度報告 /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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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起任中油財務公司辦公室主任，

2005年8月至2008年3月，任新疆阿勒泰地委委員、行署

副專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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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

王永發

王志軍現任公司董事，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香港）有限公司

和中國石油國際事業（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先生是高

級經濟師，在中國石油天然氣行業擁有近30年工作經驗。

自1996年至2008年歷任中國聯合石油（新加坡）有限責任

公司總經理、華東中石油國際事業有限公司總經理等職；

2008年12月起任中國石油（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和中國

石油國際事業（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先生2015年8月

被聘任為本公司董事。

中國石油（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

中國石油國際事業（香港）有限公司總
經理

王志軍



18二零一五年年度報告 /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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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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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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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

廖筱燕



組織機構圖

19 二零一五年年度報告 /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49%

100%

100%

51%

財務部

金融市場部

信貸部

營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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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子公司

迪拜子公司

綜合部



公司治理與內控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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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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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名董事組成，公司總部管理層均為公司董事，董事長由中國石油集團公司總會計師擔任。2015年，
董事會召開1次正式會議，審議通過董事會換屆、工作報告、財務報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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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監管局現場和非現場監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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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監管局報送業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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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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與內控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總部風險管理機構

• 信貸業務審查小組

• 投資業務審查小組

• 風險管理部門

董事會

公司總經理

風險審查小組

業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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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與內控風險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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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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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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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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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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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與內控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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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臺分離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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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公司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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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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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與內控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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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穩健的流動性風險偏好，公司根據該資金計劃備足頭寸資金，同時與35家銀行簽署了191.55
億美元融資授信額度，建立了60億美元商業票據發行額度和20億美元歐洲商業票據發行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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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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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謹此提呈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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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經營成果及利潤分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營業績及本集團於該日之業務狀況載於合併財務報表。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

董事

於本年度內及直至本報告刊發之日在任之董事如下：

劉躍珍 （於2015年10月23日赴任）

蘭雲升

梁萍

柴守平

朱東梅 （於2015年10月23日赴任）

盧耀忠 （於2015年10月23日赴任）

王志軍 （於2015年10月23日赴任）

王永發

廖筱燕

王國樑 （於2015年10月23日辭任）

劉戩 （於2015年10月23日辭任）

馬曉峰 （於2015年10月23日辭任）

於本年度內及直至本報告刊發之日在任之本集團旗下子公司董事如下：

王永發

廖筱燕

熊愚

朱東梅

張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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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報告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董事擁有重大權益之交易，安排或合同

除合併財務報告附註27所披露者外，於本年度完結時或在本年度任何時間，本公司之任何控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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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安排或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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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獨立審計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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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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頁至第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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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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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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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編製及真實公允地列報合併財

務報表，並落實其認為編製該等合併財務報表所必要的內部監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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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條之規定，僅向整

體股東報告。除此以外，吾等之報告書別無其他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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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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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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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合適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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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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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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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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及現金流量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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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惠民

執業證書編號P05309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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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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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4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6 776,523 694,276
    

利息收入 6 708,385 647,322

利息支出 7 (357,023) (311,785)
    

淨利息收入 351,362 335,537

其他營運收入 6 68,138 46,954

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性投資之公允價值增加 1,252 3,764

其他收入╱（損失） 8 45,774 (3,429)

行政費用 (13,312) (8,801)
    

除所得稅前利潤 9 453,214 374,025

所得稅支出 10(a) (16,766) (9,573)
    

本年度利潤 436,448 36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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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4,175 1,785

重分類累積公允價值變動之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出售 – (287)
    

其他綜合收益（除稅後） 4,175 1,498
    

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440,623 36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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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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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69 30,033

遞延稅項資產 12 – 74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 659,391 413,889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 14 14,127,296 16,821,119
    

14,815,956 17,265,787
    

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 107,633 50,000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 14 5,723,761 6,197,308

交易性金融資產 15 30,219 28,967

衍生金融資產 16 109,166 103,779

應收回稅項 – 1,243

於非銀行財務機構之存款 3,842 1,591

現金及銀行存款 17 7,546,335 5,002,083
    

13,520,956 11,384,971
    

流動負債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 18 8,314,362 7,248,130

應付短期債券 19 565,179 4,218,129

衍生金融負債 20 118,646 59,517

借款－一年內到期 21 9,221,167 7,390,000

應付債券－一年內到期 22 1,453,105 –

應交稅金 4,470 258
    

19,676,929 18,91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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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15 2014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淨流動負債 (6,155,973) (7,531,06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659,983 9,734,724
    

非流動資產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 91 –

借款－一年後到期 21 239,316 281,215

應付債券－一年後到期 22 6,500,721 7,974,277
    

6,740,128 8,255,492
    

資產淨值 1,919,855 1,479,23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4 400,000 400,000

儲備 1,519,855 1,079,232
    

權益總額 1,919,855 1,479,232
    

代表董事會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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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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26a） （附註26b）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400,000 (5,346) 400,142 318,486 1,113,282

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 1,498 – 364,452 365,950

轉入其他儲備 – – 334,944 (334,944) –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 (3,848) 735,086 347,994 1,479,232

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 4,175 – 436,448 440,623

轉入其他儲備 – – 113,121 (113,121) –

其他 – 134 – (134) –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 461 848,207 671,187 1,91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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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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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4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

稅前利潤 453,214 374,025

調整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80 791

來自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10) (127)

變現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162)

出售衍生金融工具之收益 (29,321) –

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性投資之公允價值增加 (1,252) (3,764)

債券利息支出 240,006 200,768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現金流量 663,317 571,531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之減少 3,187,675 3,186,880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之增加╱（減少） 1,066,706 (4,304,192)
   

經營活動所產生╱（動用）之現金 4,917,698 (545,781)

已付債券利息 (225,276) (184,654)

已付所得稅項 (11,311) (9,020)
   

經營活動所產生╱（動用）之現金淨額 4,681,111 (739,455)
   

投資活動

非銀行財務機構之存款減少 – 503,238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348,123) (58,057)

出售╱到期取回可供出售投資所得款項 50,000 23,315

出售衍生金融工具所得款項 29,321 –

已收來自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股息 110 127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 (1)
   

投資活動所（動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268,696) 46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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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5 2014

千美元 千美元
   

融資活動

新增借款 18,925,191 16,460,000

償還借款 (17,135,923) (18,516,527)

發行債券所得款項 – 2,988,419

償還應付債券 – (81,869)

發行應付短期債券所得款項 2,753,840 5,585,540

償還應付短期債券 (6,409,020) (4,865,360)
   

融資活動所（動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865,912) 1,570,20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 2,546,503 1,299,370

於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003,674 3,704,304
   

於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550,177 5,003,67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可分類為：

現金及銀行存款 7,546,335 5,002,083

於非銀行金融機構之存款 3,842 1,591
   

7,550,177 5,003,674
   



公司信息

二零一五年年度報告 / 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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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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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