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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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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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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發債、歐洲中期票據、美國和歐洲商業票據等，以期建立

長期穩定的資金供給。

截至2016年末，公司資產262.16億美元，全年實現營業總收入77,989萬美元，實現稅前利潤39,789萬美元。資產、收

入和撥備前利潤分別佔母公司的43%、35%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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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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為「企業財資中心」計劃(CTC)的唯一案例在《2016亞洲金

融論壇》上進行經驗推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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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億美元的歐洲商業票據計劃

－ 榮獲《歐洲金融》評選的「陶朱獎－最佳財務公司」獎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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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加坡子公司註冊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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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迪拜子公司註冊成立

－ 香港公司成立

－ 開展境外人民幣業務

公司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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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致辭

2016年，香港公司緊緊圍繞中國
石油集團建設一流綜合性國際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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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充分發揮集團境外司庫平
台職能，大力實施開源節流、挖潛
增效，防控經營風險，提升服務能
力，各項業務平穩運行，保持了穩
定的效益貢獻。

劉躍珍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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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致辭

2016年，香港公司緊緊圍繞中國石油集團建設一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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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充分發揮集團境外司庫平台職能，大力實施開源節流、挖潛

增效，防控經營風險，提升服務能力，各項業務平穩運行，保持了穩定的效益貢獻。

截至2016年12月末，公司資產總額262.16億美元，較上年減少3.19億美元，下降1.20%；實現利潤39,789萬美元，同比

減少5,532萬美元，與2015年可比口徑相比實現利潤基本持平，保持了業務平穩發展。2016年是香港公司本地化運營的

第五年，五年間香港公司按照「努力建設國際化一流金融服務平台」的目標要求，圍繞集團公司國際化發展戰略，不斷創

新業務模式，豐富融資渠道，提升服務能力，境外資金集中管理覆蓋面進一步拓寬，服務支持集團公司發展能力不斷提

升，獲得香港金管局認可，作為「企業財資中心」計劃(CTC)的唯一案例在《2016亞洲金融論壇》上進行經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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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致辭

過去的一年中石油集團針對國際油價斷崖式下跌、效益陷入整體虧損的嚴重威脅，集團公司堅持穩健發展方針，科學組

織生產，狠抓調整優化，完善經營機制，全力以赴打好開源節流降本增效攻堅戰，保持了生產經營平穩受控運行，超額

完成國資委下達的業績考核指標，實現了「十三五」良好開局。中國石油集團在世界大石油公司及世界500強排名均位居

第三。2016年中國石油集團堅持海外油氣勘探部署向重點項目傾斜，抓住國家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等機遇，與俄羅斯、

沙特、莫桑比克、阿爾及利亞、秘魯、委內瑞拉等國簽署多項合作協議或合作備忘錄。當年完成油氣權益產量當量同比

增長5.5%。

集團公司的穩健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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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集團建設世界一流綜合性國際能源公司提供了強有

力的金融服務。2016年末中油財務公司表內外資產總額達到6,183.91億元，實現利潤89.17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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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保持行業第一，行業評級和監管評級獲評A級，各

項監管指標均優于監管標準。

2017年是中國石油集團實施「十三五」規劃、推進改革攻堅和創新發展的重要一年，中石油集團將堅持穩健發展方針，大

力實施「創新、資源、市場、國際化」四大戰略，精准發力內部改革和結構調整，著力強化創新驅動和提質增效。香港公

司將繼續圍繞中國石油集團國際化發展戰略，扎實推進境外資金管理平台職能建設，不斷提升資金運作效率和金融服務

能力，加強風險管控，為集團公司全面建設世界一流綜合性能源公司海外發展做出應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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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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業務回顧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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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緊緊圍繞集團建設一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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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規模連續兩年大幅下降的嚴峻形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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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穩定的效益貢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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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效益好于預期

截至2016年末，公司資產總額262.16億美元，比上年減少3.19億美元，下降1.20%；資產平均規模276.17億

美元，同比減少2.41億美元，下降0.87%。全年實現營業總收入77,989萬美元，同比減少4,387萬美元，下降

5.33%。實現稅前利潤39,789萬美元，同比減少5,532萬美元，同口徑相比，實現利潤與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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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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緊密跟進集團重大貸款項目進展以及成員企業重組並購融資，完成了新加坡油庫儲運項目、加拿大非常規能

源項目以及阿聯酋等10個貸款項目的簽署，共計77.61億美元，同比增加11.53億美元。全年累計發放各類貸款

55.21億美元，年末餘額149.16億美元，同比減少30.28億美元，下降16.88%。

（二） 結算與資金管理

公司作為中國石油集團境外資金管理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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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提升資金集中度，提高資金效率。全年歸集成員單位存款70.26億美元，同比增長9.1%，辦理結算

46,122筆，結算量1,472.25億美元，受油價下跌影響，同比下降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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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家銀行簽署授信額度207.05億美

元，全年累計發行美國商業票據117.66億美元，保證了海外業務資金供給。同時精細管理有息負債，動態調整債

務結構，不斷降低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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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員單位提供貨幣兌換和匯率、利率套

期保值業務。有效對沖公司匯率和利率風險，提升資產負債管控管理能力。全年辦理各類外匯交易130.34億美

元，其中即期交易43.43億美元，遠期交易51.71億美元，外匯掉期15.22億美元，交叉貨幣掉期19.9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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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投資餘額13.39億美

元，全年投資收益3,655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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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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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寬了公司服務覆蓋面，各項業務實現穩步增長，分支機構資產總額97.63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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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集團公司和成員企業創造價值，實現

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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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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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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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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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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萍現任公司董事，同時兼任中油財務公司黨委書記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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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委書記及副總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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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財務部總經
理

柴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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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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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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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開發公司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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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資金部副
總經理

朱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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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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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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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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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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

王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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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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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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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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機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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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與內控風險管理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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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董事會召開1次正式會議，審議通過工作報告、財務報告等5項議案；召開1次臨時會議，審議投資境外美元債券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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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和投資業務審查委員會，分別對公司提交的信貸和投資業務報告進行複審；

－ 總部風險管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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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合同履行的約定的風險。信用風險主要來自借貸及資金業務，包括自營

貸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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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臺分離操作，對投資產品實行嚴格的風險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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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與內控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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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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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續推進信息化改造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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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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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家銀行簽署了20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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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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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財務狀況及經營情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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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財務概要（自公司成立日起）

單位：萬美元

年度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稅前利潤 39,789 45,321 37,403 23,553 20,493

稅後利潤 39,587 43,645 36,445 22,605 19,236

利息收入 73,189 70,838 64,732 45,439 45,517

投資收益 466 2,943 29 1,211 2,228

利息支出 36,877 35,702 31,179 24,499 27,485

業務及管理費 1,293 1,339 881 702 573

資產總額 2,621,580 2,653,491 2,865,076 3,097,690 2,330,982

自營貸款 1,491,602 1,794,378 2,199,989 2,101,213 811,624

負債總額 2,390,252 2,461,506 2,717,153 2,986,362 2,240,303

所有者權益 231,328 191,986 147,923 111,328 90,679

營業總收入 稅後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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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財務狀況及經營情況分析

年度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資本利潤率 18.70% 25.68% 28.12% 22.38% 23.96%

資產利潤率 1.50% 1.61% 1.36% 1.04% 1.08%

營業總收入 77,989 82,376 69,509 48,779 48,564

稅後利潤 39,587 43,645 36,445 22,605 1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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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總額 所有者權益

年度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資產總額 2,621,580 2,653,491 2,865,076 3,097,690 2,330,982

所有者權益 231,328 191,986 147,923 111,328 90,679

（二） 2016年度財務狀況及經營情況分析

資產

2016年公司實現利潤總額39,789萬美元，比上年減少5,532萬美元，下降12.21%；年末資產總額262.16億美元，

比上年減少3.19億美元，下降1.20%；資產利潤率1.50%，資本利潤率18.70%；不良資產率和不良貸款率均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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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財務狀況及經營情況分析

存放同業款項情況表

單位：萬美元

項目 2016.12.31 2015.12.31

   

定期存款 930,143 678,519

活期存款 34,883 76,499

合計 965,026 755,018

   

2016年末，公司存放同業資金96.50億美元，比上年增加21.00億美元，增長27.81%。

貸款情況表

單位：萬美元

項目 2016.12.31 2015.12.31

   

自營貸款 1,491,602 1,794,378

合計 1,491,602 1,794,378

   

2016年末，公司自營貸款餘額149.16億美元，比上年減少30.28億美元，下降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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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財務狀況及經營情況分析

證券投資情況表

單位：萬美元

項目 2016.12.31 2015.12.31

   

固定收益類投資 118,107 65,941

股票 598 761

基金 2,890 3,022

短期理財 12,300 10,000

合計 133,895 79,724

   

2016年末，公司證券投資13.39億美元，比上年增加5.42億美元，增長67.95%。

負債

2016年末，公司負債總額239.03億美元，比上年減少7.13億美元，下降2.89%。

吸收存款情況表

單位：萬美元

項目 2016.12.31 2015.12.31

   

活期存款 395,340 385,914

定期存款 307,230 257,923

合計 702,570 643,838

   

吸收存款70.26億美元，比上年增加5.87億美元，增長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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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財務狀況及經營情況分析

其他有息負債情況表

單位：萬美元

項目 2016.12.31 2015.12.31

   

銀行借款 932,235 922,117

應付債券 655,000 800,000

應付商票 69,088 56,518

其他借款 21,830 23,932

合計 1,678,153 1,802,567

   

2016年末，公司其他有息負債167.82億美元，比上年減少12.44億美元，下降6.90%。

所有者權益

2016年末，公司所有者權益23.13億美元，比上年增加3.93億美元，增長20.49%，主要為當年淨利潤增加留存收
益。

營業收入

2016年，公司營業總收入77,989萬美元，比上年減少4,387萬美元，下降5.33%。其中：

利息收入情況表

單位：萬美元

項目 2016 2015

   

自營貸款 55,833 58,066

存放同業 13,589 9,723

證券投資 3,767 3,049

合計 73,189 70,838

   

利息收入73,189萬美元，比上年增加2,351萬美元，增長3.32%，其中：貸款利息收入55,833萬美元，比上年減
少2,233萬美元，下降3.85%；存放同業利息收入13,589萬美元，比上年增加3,866萬美元，增長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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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財務狀況及經營情況分析

中間業務收入情況表

單位：萬美元

項目 2016 2015

   

代客外匯交易 526 269

自營貸款手續費 3,277 3,489

受托貸款 161 115

保函 13 19

合計 3,977 3,892

   

中間業務收入3,977萬美元，比去年增加85萬美元，增長2.19%。

投資收益情況表

單位：萬美元

項目 2016 2015

   

股票收益 3 11

處置債券收益 17 0

利率掉期平盤 446 2,932

合計 466 2,943

   

投資收益466萬美元，比上年減少2,477萬美元，主要是因為利率掉期平盤收入減少2,486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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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財務狀況及經營情況分析

匯總損益情況表

單位：萬美元

項目 2016 2015

   

匯兌收益 489 4,578

合計 489 4,578

   

匯兌收益489萬美元，同比減少4,089萬美元，下降89.32%。主要是因為上年抓住市場機會，取得人民幣掉期業
務收入4,560萬美元。

營業支出
2016年，公司營業總支出38,200萬美元，比上年增加1,145萬美元，增長3.09%。其中：

利息支出情況表

單位：萬美元

項目 2016 2015

   

銀行借款 12,363 9,160

應付債券 21,137 21,709

應付商票 618 2,292

吸收存款 2,109 1,772

其他借款 650 770

合計 36,877 35,702

   

利息支出36,877萬美元，比上年增加1,175萬美元，增長3.29%。

業務管理費及其他支出情況表

單位：萬美元

項目 2016 2015

   

業務及管理費 1,293 1,339

合計 1,293 1,339

   

業務管理費及其他支出1,293萬美元，比上年減少46萬美元，下降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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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報告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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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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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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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頁至第97

頁。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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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雲升

梁萍

柴守平

朱東梅

盧耀忠

王志軍

王永發

廖筱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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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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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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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報告

致：中國石油財務（香港）有限公司各成員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意見
吾等已審核載於第44頁至第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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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於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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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 貴集團於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動，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

的披露規定妥為擬備。

基礎意見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

計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下簡稱「守

則」），我們獨立於 貴集團，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

重要事項說明
吾等提請注意財務報表附註6，該財務報表指出， 貴公司已將上一年度調整，重列至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合

併財務報表以及截至2015年1月1日的相應期初餘額。吾等對此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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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報告

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是根據我們的專業判斷，認為對本期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這些事項是在我們審計整體綜

合財務報表及出具意見時進行處理的。我們不會對這些事項提供單獨的意見。

關鍵審計事項 吾等之審計如何處理關鍵會計事項
  

確定可供出售資產之公允價值之公允價值計量為3級

參考附註14及附註32(c)(i)之合併財務報表

貴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有

$1,310,052,000美元金融資產，其中$367,586,000美元為

公允價值計量3級的非上市債券。

該非上市債券的公允價值由貼現現金流法確定，且需要重

大管理判斷

關於管理公允價值計算的程式包括：

– 評估管理層使用的估值方法；

– 檢查計算的算術準確性；

– 根據吾等對企業和行業的了解，挑戰管理的關鍵假

設；

– 考慮輸入數據支持核准預算等證據，並考慮這些預

算的合理性。
  

其他資料
貴公司董事須對其他資訊負責。其他資訊包括年報內的所有資料，但不包括綜合財務報表及吾等之核數師報告。

吾等對綜合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資訊，吾等亦不對該等其他資訊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吾等對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吾等之責任是閱讀其他資訊，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資訊是否與綜合財務報表或吾等

在審計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基於吾等已執行的工作，如果吾等認為其

他資訊存在重大錯誤陳述，吾等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吾等沒有任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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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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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擬備真實而公平地反映情況

的綜合財務報表，並對其認為為使綜合財務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

責。

在擬備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須負責評估 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除非

董事有意將 貴集團清盤或停止經營，或無其他實際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及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

審計師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吾等之宗旨是合理保證合併財務報表作為一個整體，無論是由於欺詐還是錯誤，都無重大錯誤，並出具包含吾等意見之

審計報告。吾等僅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405條的規定向 閣下（作為整體）報告吾等之意見，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它

目的。本報告內容不對任何其他人承擔責任或承擔責任。

合理保證是高水準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

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其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響綜合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綜合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

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綜合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式以應對這些風

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吾等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

述，或淩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

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式，但目的並非對 貴集團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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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報告

• 對董事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或情況有關的重

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 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吾等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

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醒使用者注意綜合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露不足，則吾等應當發表非無保留

意見。吾等之結論是基於核數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 貴集團不能持續

經營。

• 評價綜合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 就 貴集團內實體或業務活動的財務資訊獲取充足、適當的審計憑證，以便對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我們負

責 貴集團審計的方向、監督和執行。我們為審計意見承擔全部責任。

吾等與審核委員會就（其中包括）審計的計劃範圍、時間安排及重大審計發現溝通，該等發現包括吾等在審計過程中識別

的內部監控的任何重大缺陷。

吾等亦向治理機構提供了一項聲明，說明吾等已經遵守了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倫理要求，並與其溝通了可能合理地認為對

吾等之獨立性以及適用情況下相關保障措施的所有關係和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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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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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6 2015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7 776,013 776,523

利息收入 7 731,894 708,385

利息支出 8 (368,761) (357,023)

    

淨利息收入 363,133 351,362

其他營運收入 7 44,119 68,138

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性投資之公允價值（減少）╱增加 (1,321) 1,252

其他收入╱（損失） 9 4,895 45,774

行政費用 (12,931) (13,312)

    

除所得稅前利潤 10 397,895 453,214

所得稅支出 11(a) (2,027) (16,766)

    

本年度利潤 395,868 43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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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6) 4,175

    

其他綜合收益（除稅後） (2,446) 4,175

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393,422 44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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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12/2016 31/12/2015 1/1/2015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重報） （重報）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28,497 29,269 30,033

遞延稅項資產 13 392 – 74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4 1,187,052 659,391 413,889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 15 12,353,373 14,127,296 16,821,119

     

13,569,314 14,815,956 17,265,787

     

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4 123,000 107,633 50,000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 15 2,716,490 3,921,761 5,266,786

交易性金融資產 16 28,898 30,219 28,967

衍生金融資產 17 121,536 109,166 103,779

應收回稅項 6,301 – 1,243

於非銀行財務機構之存款 103,135 3,842 1,591

現金及銀行存款 18 9,547,121 7,546,335 5,002,083

     

12,646,481 11,718,956 10,454,449

     

流動負債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 19 7,082,679 6,512,362 6,317,608

應付短期債券 20 690,876 565,179 4,218,129

衍生金融負債 21 79,658 118,646 59,517

借款－一年內到期 22 9,322,354 9,221,167 7,390,000

應付債券－一年內到期 23 2,199,555 1,453,105 –

應交稅金 220 4,470 258

     

19,375,342 17,874,929 17,98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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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12/2016 31/12/2015 1/1/2015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重報） （重報）
     

淨流動負債 (6,728,861) (6,155,973) (7,531,06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840,453 8,659,983 9,734,724

     

非流動資產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3 – 91 –

借款－一年後到期 22 218,297 239,316 281,215

應付債券－一年後到期 23 4,308,879 6,500,721 7,974,277

     

4,527,176 6,740,128 8,255,492

     

資產淨值 2,313,277 1,919,855 1,479,23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5 400,000 400,000 400,000

儲備 1,913,277 1,519,855 1,079,232

     

權益總額 2,313,277 1,919,855 1,479,232

     

代表董事會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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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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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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