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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为满足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财

务发展战略，加强资金管理，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和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持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注册成立的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是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会员，中国证监会认可的首批IPO询价对象。

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21年来公司始终坚持“依托集团，服务集团，奉献集

团”的宗旨，充分发挥集团公司结算平台、筹融资平台、资金管理平台功能，降低筹融

资成本，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和效益，为中国石油产业发展提供了金融服务与支持。在

集团公司和成员企业的支持帮助下，公司保持了健康平稳的发展态势，结算量、资产、

收入和利润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成为目前全国资产规模最大、业务品

种最多、效益最好的财务公司之一。

截至2016年末，公司共有股东单位3家，注册资本金83.3125亿元人民币。公司

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总部设有财务部、

营业部、信贷部、证券部、国际业务部、风险管理部、审计稽核部、信息发展部、人

事劳资部、金融与会计研究所、总经理办公室（党群工作部）11个部门，在集团公司

成员单位所在地分别设立了大庆、沈阳、吉林、西安四家境内分公司和67家业务受理

处。目前，公司服务网络覆盖集团公司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管道运输、油

气炼化产品销售、石油工程技术服务等各个领域，为400多家成员客户提供广泛的金

融产品和服务。为配合集团公司“走出去”战略，公司于2008年3月在香港设立了首

家境外子公司，即中国石油财务（香港）有限公司，并先后于2009年和2011年设立迪

拜子公司和新加坡子公司，为集团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提供跨境金融服务。

公司主要经营以下本外币金融业务：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

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

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

信贷及融资租赁。

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相关部门批

准，实施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境内经常项目外汇资金集

中收付与管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为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员单位办理结售汇业务、衍生产品交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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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末，公司总资产平均规模6251亿元，同比增加255.3

亿元，增长4.3%；全年实现利润总额89.2亿元，同比增加20.6亿

元，增长30.1%。公司资产、收入、利润规模连续14年保持全行业

第一，行业评级和监管评级获评A级，各项监管指标均优于监管标

准，经营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

服务集团主业功能显著。公司积极发挥集团内部银行、资金池

和司库结算平台职能，强化资金归集、结算、筹融资、信贷、流动

性和风险管理等主营业务，保障集团主业资金需求，保障信贷、

投资和资金安全，助力集团成员企业降本增效。公司通过结算免

费、贷款利率下浮、结售汇价格优惠等让利政策，全年为成员企业

降息、减免手续费、节约汇兑成本等共计31亿元。公司积极推进

集团司库体系建设，结算服务覆盖面和结算效率进一步提升，全年

结算量591.8万笔，结算金额达到17万亿元，为集团节约流动资金

100.1亿元。公司积极发挥筹融资平台功能，全年累计从外部市场

融入资金1.92万亿元，日均规模1377亿元，有效缓解了集团公司

流动性压力，为成员企业提供了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公司始

终强化信贷服务质量，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2425亿元，93%的贷

款执行央行基准利率下浮10-20%，有力地保障了成员企业信贷资

金需求，支持了实体企业降本增效。公司积极协助集团公司金融业

务整体重组上市各项工作，为集团公司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做

出了重要贡献。

董事长致辞

内外部市场挖潜增效成果突出。公司充分发

挥专业和牌照优势，突出市场化、精细化运作，

稳步提升外部市场盈利能力，全年实现挖潜增

效17.9亿元，其中外部市场挖潜增效10.4亿元，

占58%，有力地缓解了低油价和集团主业“去杠

杆”等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坚持资金“紧平

衡”管理，充分利用银行间和交易所跨市场资质

和短期资金期限错配，加大货币市场操作力度，

提高资金收益；利用汇率利率市场套利机会，审

慎开展外汇远期、掉期和货币互换增利；利用境

内外两个市场，寻找高回报投资理财机会增利。

挖潜增效成果显著，既得益于集团公司大力支

持，更得益于公司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专业化、

精细化管理的贡献。

公司治理与风险管控更加规范。一年来，

公司强化三会一层建设，修订完善相关制度体

系，为公司科学决策、规范运营管理打下了坚实

基础。修订完善各类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130多

处，持续推进经营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满足

业务发展及管理需要。从风险管理、内控、审计

三个层面对信贷、国际、投资等主营业务进行全

流程风险管控。公司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提速，业

务、资金、交易、授权及核算均已纳入电子商务

系统管控。

2017年是全面深入推进“十三五”规划的

重要一年，公司既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也蕴

含着不少发展机遇。公司将坚持以服务集团油

气主业发展为已任，强化产融结合，融融协同，

按照集团公司发展战略总体部署和董事会目标要

求，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健发

展方针，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持续强化“资

金池”功能，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扎实推进

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加强风险管控，为集团主业

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专业的一体化金融服

务，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培育发展新动能，全面

完成2017年各项工作任务，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回

报股东，为集团公司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

源公司作出新贡献。

																								

																									董事长：					

2016年，在集团公司、公司股东会的正确领导下，面对错

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紧紧围绕集团司库结

算平台和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职能定位，围绕服务油气主业发

展，不断提升公司服务能力，强化风险管控，深入推进开源节

流降本增效，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效益进一步提升，圆满完成

全年目标，实现了“十三五”开门红。

董事长：刘跃珍



总经理报告

一、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截至2016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余额6184亿元，平均规模6251亿元，同比

增加255.3亿元，增长4.3%。表内资产余额4194亿元，平均规模4293亿元，同

比增加381亿元，增长9.7%；表外资产余额1990亿元，同比减少497亿元，下降

20.0%。

全年实现收入152.9亿元，同比减少15.0亿元，下降8.9%；实现利润总额

89.2亿元，同比增加20.6亿元，增长30.1%。	

2016年，公司持续助力集团油气主业降本增效和稳健发展，全年为成员企

业降息、减免手续费、节约汇兑成本等共计31亿元。公司充分利用境外子公司

平台，通过税收筹划为集团节省税费8.5亿元；公司进一步强化资金池和封闭结

算功能，加速资金周转，为集团节约流动资金100.1亿元。公司资产、收入、利

润连续14年保持行业第一，在行业评级和监管评级中双双获评A类。

二、经营管理稳中有进

一是开源节流挖潜增效成果显著。全年通过拓宽贷款覆盖面、强化跨市场资

金运作、加强外汇交易、投资理财等实现挖潜增效17.9亿元，极大地缓解了减利

因素冲击。

二是拓展融资渠道补充流动性并降低资金成本。加强货币市场操作，全年外

部市场日均融资达1377亿元。其中，境内人民币正回购滚动融资1.66万亿元，

低于同期市场超短融成本100bp。境外紧盯市场变化，外汇融资成本按可比口径

降低10bp。

三是结算和资金池服务持续强化。积极配合集团公司推进司库一期、二期建

设，两家公司顺利完成司库二期试点上线，40家托管企业二级单位完成收支两

条线向司库模式切换。充分利用跨境外汇资金池归集和调剂境内外资金，提升资

总经理：兰云升

金池管控能力。截至12月末共管理本外币结算账户2488

个，全年结算量591.8万笔，结算额17万亿元，全年平均

存款规模2554亿元。

四是人民币信贷业务规模效益双增长。全力拓展集

团内部市场，提高信贷服务水平，稳步扩大贷款规模，服

务实体产业发展。完成首单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电票

服务迈出重要一步。强化信贷风险管理，保障信贷资产安

全，贷后检查覆盖率100%。

五是证券业务努力控风险提效益。积极应对金融市场

“资产荒”难题，多渠道寻找挖掘投资项目和投资品种，

通过滚动投资货币市场基金，参与二级市场基金交易和新

股申购等，持续优化资产配置，提高资金收益。再次荣获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2016年中国债券市场优秀自营

商”荣誉称号，成为全行业唯一且连续4年获此荣誉的财

务公司。

六是国际业务着力提质增效。紧紧围绕集团公司境外

项目运作和重组并购融资需求，签署贷款项目合同金额

达77.6亿美元。进一步加强外汇市场研判，管控外汇风

险，全年累计外汇交易422.7亿美元。努力平衡外汇政策

变化与成员企业结售汇需求，交易利差实现40bp。加强

短期资金运作，择机增加债券投资规模，努力提高外汇

资金效益。

七是分子公司强化服务窗口作用。四家分公司全力配

合总部司库一期、二期安排部署，不断扩大结算覆盖面和

窗口服务质量，全年结算业务同比增长19.9%。香港公司

风险管控能力持续提升，新加坡公司服务能力大幅提高，

迪拜公司积极发挥区域信贷政策优势，境外子公司持续向

好进一步发展。

八是综合管理“补短板”初见成效。积极推进公司

治理、“三会一层”和制度建设，风险与合规管理有效加

强；完成司库二期信息系统升级及试点、增值税管理系统

开发，推进投资管理软件和电子商务系统整体升级，数据

仓库系统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积极配合推进集团公司金

融业务重组上市工作，强化合规管理和综合协调，服务保

障功能有效发挥。

三、党建工作进一步加强

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完成党委、纪委换届改选，有效发挥

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加强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强化基层

党建工作，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积极配合专

项巡视，集中精力抓好巡视整改，促进工作有效提升；认

真落实“两个责任”，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确保

廉洁从业；多种方式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弘扬“石油精

神”，开展“重塑中国石油良好形象”工作，调动员工工

作积极性，凝心聚力推动发展。

2016年，公司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十三五”开

门红，成绩来之不易。得益于集团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

导和大力支持，更得益于公司全体员工的同心协力和勤勉

努力。

2017年，公司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监管

要求更加严格规范，经营管理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短

板，持续健康发展的压力有增无减。公司将按照集团公司

和董事会要求，积极发挥金融服务平台功能，助力油气主

业发展，抓好全年工作落实，力争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以

优质的服务回报客户，以良好的业绩回报股东，为集团公

司稳增长、提效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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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集团公司和公司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公司积极应对内外

部复杂形势，着力开源节流挖潜增效，补短板、提质效，资产规模稳步增

长，利润总额大幅提升，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公司治理与内控风险管理报告

一、公司治理情况

公司建立以股东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董事会负责

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由监事会负责监督考核，由公司高

管层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严格

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定，严格执

行包括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多项公司治理制度，按照“三会”职

责范围的划分，充分履职，保证了“三会”制度的贯彻

落实。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均为多年从事财务管理工

作，来自不同成员企业和总部相关部门的财务负责人，

具备深厚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报告期

内，各位董事、监事勤勉尽责，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

绕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改善与提高提出合理建议，加大

支持力度，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充分保障。

2016年公司共召开股东会7次（含临时股东会6

次），审议通过13项议案。召开董事会6次（含临时董事

会5次），审议通过12项议案并形成12份决议；召开董事

会预算与投资管理专委会1次，出具3份审查意见；召开

监事会1次，审议监事会工作报告，出具2份审查意见。

二、内控与风险管理情况

（一）外部监管情况

中国银监会北京监管局是公司业务主管部门，公司

日常经营管理接受其现场和非现场监管。同时，公司还接

受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审计署、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其他国家政府机关的业务监管。多

年来，公司发展得到了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经营业绩和

管理成效获得了普遍肯定。2016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风险控制得当，各监管机构未对公司经营提出意见。

——公司董事会：负责审批风险管理的战略、政策

和程序，确定公司可以承受的总体风险水平，监控和评

价风险管理的全面性、有效性以及高级管理层在风险管

理方面的履职情况。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薪酬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按

照董事会授权负责拟定风险管理政策，监督和评估公司

整体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活动；预算与投资管理委员会

按照董事会授权负责拟订预决算和投资方案，明确投资

品和投资风险控制要求。

——总经理及管理层：负责按照授权审批各项业务

活动，定期听取风险管理部门的工作汇报，确保落实各

项风险管理政策。

——信贷业务审查委员会和投资业务审查委员会：

按照董事会确定的风险政策和公司总体规划，分别负责

审核公司的信贷和投资业务报告，并将审核意见提交总

经理或者授权管理层成员。

——风险管理部：负责公司整体市场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合规风险及其他风险

的识别、分析、监测、计量、控制、缓释。负责信贷、

投资业务的风险审查，负责业务合同等法律文件的法律

合规审查、负责审定风险资产分类情况。

——各业务部门：负责日常业务活动的风险识别、

监测和风险控制的执行。

此外，公司还常年聘请法律顾问，对公司各项合同

和新业务出具法律意见，协助公司开展法律风险管理。

2016年，公司信贷业务审查委员会审议各类贷款协

议（报告）共51项，累计金额1,751.09亿元；审查贴现

业务18	笔，发放贴现金额5.48亿元；对外提供非融资类

担保发生189笔，担保金额13.66亿元。

2. 信用风险管理。公司主要通过严格执行贷款三查

机制、控制交易对手等方式管控信用风险。公司信贷业

务由执行信贷员、信贷部门经理、风险管理部门、信贷

审查委员会、总经理逐级审批。由于公司的贷款客户限

于集团内部成员单位，且同业存款、转贴现等业务的交

易对手主要是大中型国有银行，因此，信用风险相对较

小且可控。本年，公司未发生信用违约事件。

3. 市场风险管理。公司主要通过控制投资标的、加

强风险监控和授权管理等方式管控市场风险。公司投资

标的主要为国债、高信用等级企业债券和承诺保本的信

托产品等低风险产品。同时，公司不断加强利率、汇率

波动机制研究，按照设置的投资权限和止损限额进行的

投资交易，有效地管控了市场风险。本年，公司未发生

因市场风险事件引发的投资损失。

4. 操作风险管理。公司主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流

程建设和授权管理来管控操作风险。2016年，公司进

行了制度修订和细化业务流程，以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目前，公司共形成了42个业务管理办法、129个业务操

作流程和33个综合管理制度，明确了业务分工和岗位职

责，规范了业务操作和授权审批。同时，公司坚持按年

度开展内部控制自我测试，对制度执行、流程操作进行

检查，实现了公司各项业务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本

年，公司未发生操作风险损失事件。

5. 流动性风险管理。公司主要通过制定资金计划、

综合协调各部门资金头寸、加强市场分析和拓宽融资

渠道等措施管控流动性风险。2016年，公司积极与工

行、建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签订综合授信协议，并进一步

加强市场回购业务操作，较好的平衡了头寸安排，有效

满足了各项流动性需求。本年，公司未发生流动性风险

事件。

2017年，公司将进一步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加强

“三会”制度建设，提高董事履职能力，深化监事会监

督检查职能，加强合规决策程序建设，把强化内控与风

险管理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公司将继续通过业务风险审

查进行事中监控，通过内控自测随时发现薄弱环节和存

在问题，进一步强化风险认知和风险管控措施，提高风

险防范能力，推进全面风险管理的建设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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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总经理 / 管理层

信贷业务审查
委员会

投资业务审查
委员会

风险管理部 其他业务部门

薪酬与风险管理
委员会

预算与投资管理
委员会

2016年，公司继续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

会、北京银监局等监管机构相关规定及公司董事会的

各项决议，强化管理，完善制度，公司治理和内控风

险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公司内控体系建设

公司建立了以控制环境、风险与评估、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监督五要素为框架的内控体系。在公司层

面，关注诚信与道德价值观、风险管理策略、权利和责

任分配、人力资源政策与管理措施、员工胜任能力以及

反舞弊机制等内容。在业务层面，以集团整体流程架构

为基础，搭建业务流程目录，梳理业务流程描述，分析

识别业务风险，完善风险控制措施，理清制度依据。

2016年，公司根据集团内控手册修订及专项业务

流程梳理的要求，结合自身业务流程变化，编制了《中

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手册2017版》，并于

2017年1月通过集团公司改革企业管理部审核通过正式发

布。截止到2016年底，公司已发布9版《中油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手册》。

2016年，为保证内控手册执行地有效性，公司开

展了内控手册执行情况的自我测试工作。测试范围覆盖

总部及四家分公司，测试重点关注业务层面、信息层面

的业务流程、关键控制点、信息系统应用控制等方面内

容。经测试，我公司2016	年度的内部控制有效。

（三）公司风险管理情况

1. 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公司建立和完善了分层分级

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如下图所示）。



迪拜子公司 新加坡子公司

组织机构图

廊坊业务受理处	 于楼业务受理处	 新疆油田业务受理处	 彭州业务受理处	 沧州业务受理处	 唐海业务受理处	 采十业务受理处	 采八业务受理处

采七业务受理处	 哈密业务受理处	 锡林业务受理处	 敦煌业务受理处	 南充业务受理处	 华阳业务受理处	 达州业务受理处	 江油业务受理处

遂宁业务受理处	 泸州业务受理处	 大石坝业务受理处	 哈尔滨业务受理处	 盘锦业务受理处	 鞍山业务受理处	 抚顺业务受理处	 辽化业务受理处

大连销售业务受理处	 锦州业务受理处	 大连石化业务受理处	 锦西业务受理处	 松原业务受理处	 长春业务受理处	 兰州业务受理处	 库尔勒业务受理处

上海业务受理处	 格尔木业务受理处	 乌鲁木齐业务受理处	 成都业务受理处	 鄯善业务受理处	 玉门业务受理处	 独山子业务受理处	 克拉玛依业务受理处

重庆业务受理处	 呼和浩特业务受理处	 宁夏业务受理处	 西宁业务受理处	 任丘业务受理处	 大港业务受理处	 翼东业务受理处	 榆林业务受理处

武汉业务受理处	 广州业务受理处	 庆炼业务受理处	 佛山业务受理处	 秦皇岛业务受理处	 温州业务受理处	 延安业务受理处	 靖边业务受理处

庆阳业务受理处	 银川业务受理处	 锦采业务受理处	 欢采业务受理处	 高采业务受理处	 茨采业务受理处	 曙采业务受理处	 沈采业务受理处

兴采业务受理处	 南宁业务受理处	 钦州业务受理处

香港子公司

信息发展部

西安分公司

审计稽核部风险管理部

吉林分公司沈阳分公司大庆分公司

董事会

股东会

监事会

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经理助理

人事劳资部国际业务部 金融与会计研究所 总经理办公室证券部信贷部营业部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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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分析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年，在集团公司和董事会的坚强领导

下，公司继续深入贯彻有质量、有效益、可持

续发展方针，积极应对内外部复杂形势，深入

推进开源节流降本增效，进一步提升业务发展能

力和服务水平，完成了预期经营目标，实现了

“十三五”良好开局。同时，公司主要经营指标

继续保持同行业领先地位。

2016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89.17亿元，比上

年增加20.62亿元，增长30.09%。2016年末资

产总额6,183.91亿元（其中：表内资产4,194.23

亿元、表外资产1,989.68亿元），比上年减少

216.69亿元，下降3.39%。公司按照安全性、流

动性和盈利性相统一的原则，风险抵御能力进一

步增强，实现了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2016年资

本利润率15.04%，流动性比例64.23%，资本充

足率17.32%，不良资产率为零，资产损失准备充

足率383.64%。

年  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税前利润 456,956 609,706 647,696 665,503 685,468 891,698

税后利润 351,071 468,850 523,726 543,206 582,028 752,402

利息收入 1,368,586 1,360,839 1,348,570 1,455,157 1,389,899 1,373,304

投资收益 2,423 46,233 26,058 76,043 190,051 58,368

利息支出 627,501 641,619 573,480 642,045 645,069 673,273

业务及管理费 17,428 19,090 22,241 23,883 23,879 23,568

境内实现税费 130,505 188,987 200,806 233,652 205,066 190,445

资产总额 50,348,540 59,391,313 64,920,846 64,046,706 64,006,044 61,839,144

表内资产总额 32,496,349 34,457,113 33,096,211 39,505,603 39,137,791 41,942,296

贷款及受托贷款 30,170,416 39,605,414 50,599,150 50,417,475 50,662,313 44,142,992

负债总额 47,772,244 56,324,551 61,393,037 60,174,198 59,648,764 56,188,912

存款及受托资金 39,929,856 48,608,170 49,624,427 47,356,093 47,172,707 43,458,059

所有者权益 2,576,296 3,066,762 3,527,809 3,872,508 4,357,280 5,650,232

财务概要 ( 合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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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16

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

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合并及母公司资产减值准备情况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

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

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

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

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

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6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6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			桢

																																																																																															中国注册会计师：黄			海

中国 •上海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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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 -
向中央银行借款 - -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3	 6,151,525,475.87	 6,519,151,371.58	
拆入资金 14	 66,530,345,569.14	 61,432,590,560.03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4	 552,589,019.75	 770,439,377.6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5	 - 5,000,000,000.00	
吸收存款 16	 235,612,105,778.85	 216,525,383,640.56	
应付职工薪酬 17	 36,217,740.26	 35,111,046.10	
应交税费 18	 181,183,697.62	 267,439,025.19	
应付利息 19	 2,996,994,836.26	 1,731,314,159.28	
预计负债 - -
应付债券 20	 49,941,618,820.09	 55,319,015,208.25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	 80,142,776.05	 125,099,354.23	
其他负债 21	 837,915,175.13	 79,561,773.67	

负债合计 362,920,638,889.02 347,805,105,516.52 
所有者权益： - -
实收资本 22	 8,331,250,000.00	 5,441,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 -
							其中：优先股 - -
																		永续债 - -
资本公积 23	 24,432,566,160.00	 7,852,106,560.00	
减：库存股 - -
其他综合收益 36	 1,207,646,941.50	 552,282,286.57	
							其中：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001,633,570.75	 163,533,289.82	
盈余公积 24	 10,852,244,599.09	 9,241,013,706.86	
一般风险准备 25	 6,117,704,969.14	 5,782,080,915.22	
未分配利润 26	 5,560,907,044.11	 14,704,318,668.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6,502,319,713.84	 43,572,802,137.39	
少数股东权益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56,502,319,713.84 43,572,802,137.3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19,422,958,602.86  391,377,907,653.91 

项　目 注释八 年末金额 年初金额

资产： - -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	 18,635,225,653.64	 14,613,463,210.29	
存放同业款项 2	 122,383,972,215.86	 84,976,019,182.10	
贵金属 - -
拆出资金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3	 4,501,331,713.51	 1,473,513,940.46	
衍生金融资产 4	 843,094,121.06	 708,878,770.9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收利息 5	 1,298,575,087.89	 1,009,853,508.69	
发放贷款及垫款 6	 229,181,992,437.41	 243,972,699,799.3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	 16,365,810,781.45	 15,707,394,965.58	
持有至到期投资 8	 23,353,000,000.00	 26,132,2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 -
投资性房地产 - -
固定资产 9	 192,477,168.03	 198,891,429.93	
无形资产 10	 346,989.63	 584,721.9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	 2,378,763,383.45	 2,532,401,313.39	
其他资产 12	 288,369,050.93	 52,006,811.29	

资产总计  419,422,958,602.86  391,377,907,653.91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6-12-31
编制单位：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 : 人民币元

14
2016 年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年度报告

15
2016 年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年度报告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合并利润表 2016 年度
编制单位：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项　目 注释八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一、营业收入 8,554,531,620.03 10,334,797,521.31 

　　利息净收入 27	 7,000,310,347.66	 7,448,305,263.82	
　　利息收入 13,733,044,629.54	 13,898,991,576.93	
　　利息支出 6,732,734,281.88	 6,450,686,313.11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8	 846,406,006.30	 652,769,338.4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851,024,591.18	 658,886,732.35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4,618,584.88	 6,117,393.9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9	 583,684,358.57	 1,900,509,111.3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0	 35,123,151.22	 -1,761,853.25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1	 88,963,675.54	 334,950,761.13	
　　其他业务收入 44,080.74	 24,899.83	
二、营业支出 -362,380,785.21 3,481,813,488.31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1,170,303.44	 485,675,921.41	
　　业务及管理费 235,683,743.60	 238,791,406.67	
　　资产减值损失 32	 -789,278,912.99	 2,756,840,876.83	
　　其他业务成本 44,080.74	 505,283.4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916,912,405.24 6,852,984,033.00 

　　加：营业外收入 33	 63,016.74	 1,750,291.00	
　　减：营业外支出 34	 -7,444.27	 54,616.4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8,916,982,866.25 6,854,679,707.58 

　　减：所得税费用 35	 1,392,964,324.28	 1,034,397,353.5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524,018,541.97 5,820,282,354.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524,018,541.97	 5,820,282,354.03	
　　少数股东损益 - -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6	 655,364,654.93 315,914,569.67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其中：1.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 -

																		2.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655,364,654.93	 315,914,569.67	

							其中：1.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76,843,817.82	 -257,088,126.81	
																		3. 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5,891,808.18	 28,743,950.83	
																		4. 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 -
																		5.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838,100,280.93	 544,258,745.65	
七、综合收益总额 8,179,383,196.90 6,136,196,923.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8,179,383,196.90	 6,136,196,923.70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
八、每股收益： - -
       基本每股收益 - -
       稀释每股收益 -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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