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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票代號：00883）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公告（未經審計） 
 

財務及業務摘要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度 
與二零一五年上半年 
度比較之百分比變動 

   
油氣淨產量* 241.5百萬桶油當量 0.6% 
油氣銷售收入 人民幣550.8億元 (28.5%) 
合併淨（損失）／利潤 人民幣(77.4)億元 (152.5%) 
每股基本（損失）／盈利 人民幣(0.17)元 (152.5%) 
每股攤薄（損失）／盈利 人民幣(0.17)元 (152.5%) 
中期股息（含稅） 每股0.12港元 (52.0%) 

 
* 包括公司享有的按權益法核算的被投資實體的權益約9.1百萬桶油當量。 

 
 
董事長致辭  

 
尊敬的各位股東：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美國經濟溫和復蘇，歐元區復蘇基礎尚待鞏固，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國際油價維持低位。面對外部環境帶來的挑戰，公司上下提高思想認識，創新工作方式方法，

全力打好降本增效攻堅戰。 
 
二零一四年初，針對成本逐年上升的態勢，公司開展了「質量效益年」活動並持續深入推進。

兩年多來，活動取得顯著成效，成本得到有效控制。今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採

取措施： 
 
一是持續加強管理，深挖降本增效的潛力。主要工作包括：進一步健全重大投資決策基礎管理，

完善決策程序，提高決策水平；大力推進成本精細化管理，推進採辦、資金等重點領域的專項

提升工作；從優化 ODP 方案和工程設計的源頭上實現成本控制；加快「智慧油田」建設，實現

油氣田生產過程自動化、業務管理協同化和全面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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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堅持科技創新驅動，增強降本增效的動力。我們注重地震勘探技術、地質認識領域方面的

研究，以尋找優質大中型油氣田為目標，部署勘探工作；持續加強稠油和低孔滲油氣田開發技

術攻關，推動未動用資源的經濟有效開發。 
 
三是嚴格防範重大風險，守住降本增效的底線。面對近期油價暴跌帶來的衝擊，公司高度關注

現金流的風險，充分考慮最壞的情況，制定相應的應對策略。同時，把好安全環保工作不放鬆，

進一步強化安全基礎工作，抓好重點領域風險隱患排查整治，防止事故發生。 
 
得益於降本增效的各項得力措施，上半年公司成本控制效果顯著，主要成本指標大幅下降，桶

油主要成本為 34.86 美元，同比大幅下降 15.5%，其中桶油作業費同比大幅下降 22.7%。但由於

國際原油價格持續低位，公司油氣銷售收入為人民幣 550.8 億元，同比下降 28.5%；淨損失為人

民幣 77.4 億元。 
 
上半年，公司勘探開發等各項業務也穩步推進。勘探方面共獲 6 個新發現和 26 口成功評價井，

其中，中國海域獲 6 個新發現及 20 口成功評價井；海外獲 6 口成功評價井。工程建設項目進展

順利，計劃年內投產的 4 個新項目 2 個已經投產，包括墾利 10-4 油田和番禺 11-5 油田。油氣淨

產量保持穩定，達 241.5 百萬桶油當量，其中中國海域產量穩步增長 2.4%。 
 
基於公司的財務狀況，本公司董事會決定派發 2016 年中期股息每股 0.12 港元（含稅）。 
 
展望下半年，國際和國內經濟環境仍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國際油價進一步回升面臨較大阻力。

我們將堅定信心，奮力拼搏，繼續深化開展「質量效益年」活動，努力完成全年經營目標。 
 
我們將繼續高質高效做好油氣勘探開發。勘探方面，繼續以尋找大中型油氣田為重點，力爭取

得突破。開發生產要進一步向效益驅動轉變，深入研究地質油藏，優化開發方案，促進開發項

目、調整井項目有序進行。同時，突出抓好重大項目建設，推進新油氣田按時投產。 
 
在做好勘探開發工作的同時，我們將繼續抓好降本增效工作，重點包括：推行精細化管理，努

力控制成本；優化投資管理，加強投資項目的全程控制，完善評價考核機制；有效防範經營風

險；探索建立降本增效工作長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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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紮實做好安全環保工作，促進公司穩健發展。一是推進安全生產責任體系建設，強化安

全業績考核。二是深入做好安全環保風險管控，有效防範事故發生。三是加強安全生產基礎管

理，提升信息化、現代化管理水平。 
 
股東朋友們，面對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我們將認清差距、擺正心態、虛心學習，努力打造一

流的國際競爭力，把公司做強、做優、做大，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 
 
 

 
楊華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4 

中期業績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在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的中期業績如下： 
 
中期簡明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每股數據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百萬元為單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油氣銷售收入 2 55,083 77,034 
  貿易收入 2 10,058 11,410 
  其他收入  1,691 1,145 
    
  66,832 89,589 
費用    
  作業費用  (11,257) (13,593) 
  除所得稅外的其他稅項 4(ii) (3,683) (5,532) 
  勘探費用  (3,419) (4,481) 
  折舊、折耗及攤銷  (35,129) (36,757) 
  石油特別收益金  - (59) 

 資產減值及跌價準備 6 (10,359) (1,385) 
  原油及油品採購成本  (9,463) (10,565) 
  銷售及管理費用  (2,812) (2,544) 
  其他  (1,506) (999) 
    
  (77,628) (75,915) 
    
營業（損失）╱利潤  (10,796) 13,674 
  利息收入  387 503 
  財務費用 3 (3,175) (2,849) 
  匯兌損失，淨額  (308) (185) 
  投資收益  2,005 1,219 
  聯營公司之利潤  79 179 
  合營公司之利潤  150 212 
  營業外收入，淨額  11 66 
    
稅前（損失）╱利潤  (11,647) 12,819 
  所得稅收益 4(i) 3,912 1,914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本期（損失）╱利潤  (7,735) 14,733 
    
其他綜合收益╱（費用）    

後續可能重分類到損益的項目    
匯兌折算差異  3,123 (123) 
聯營公司其他綜合費用  (119) (22) 

其他後續不會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被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之權益投資之公允

價值變動  (794) 31 
其他  (2) 9 

    
其他綜合收益╱（費用）合計，稅後淨額  2,208 (105)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本期稅後綜合（費用）╱收益合計  (5,527) 14,628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本期每股（損失）╱盈利    
  基本（人民幣元） 5 (0.17) 0.33 
  攤薄（人民幣元） 5 (0.17) 0.33 
    

 
本期宣告中期股息詳情請參見附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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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百萬元為單位）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已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 432,644 454,141 
  無形資產  16,366 16,423 
  聯營公司投資  4,357 4,324 
  合營公司投資  24,751 24,089 
  權益投資  3,764 3,771 
  遞延稅項資產  20,261 13,575 
  其他非流動資產  6,694 7,828 
    
非流動資產小計  508,837 524,151 
    
流動資產    
  存貨及供應物  10,010 9,263 
  應收賬款 7 23,167 21,829 
  衍生金融資產  353 7 
  權益投資  14 14 
  其他金融資產  56,185 71,806 
  其他流動資產  6,178 7,415 
  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15,030 18,01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026 11,867 
    
流動資產小計  138,963 140,211 
    
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9 34,060 33,585 
  應付及暫估賬款 8 26,882 32,614 
  衍生金融負債  389 -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21,496 13,534 
  應交稅金  7,984 4,647 
    
流動負債小計  90,811 84,380 
    
流動資產淨值  48,152 55,83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56,989 579,982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9 124,927 131,060 
  油田拆除撥備  50,642 49,503 
  遞延稅項負債  8,737 11,627 
  其他非流動負債  1,709 1,751 
    
非流動負債小計  186,015 193,941 
    
淨資產  370,974 386,041 
    
權益    
歸屬於公司股東的權益    
  已發行股本 10 43,081 43,081 
  儲備  327,893 342,960 
    
權益小計  370,974 38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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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百萬元爲單位） 

 

1. 編製基礎及會計政策 

 

編製基礎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是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編製的。 

 

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中披露的全部信息和事項，閱覽時應結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的年度財務報表。 

 

本中期業績公告中所載作為比較訊息之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財務資料，不構成但自本公司該年度法定

所需之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中所擷取。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36條規定，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所須披露之其他資料如下：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分規定，本公司已將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財務報表提交至

公司註冊處。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本集團該年度之財務報表發佈報告。該等報告並無保留意見，無引述任何於核數師出具無保留意見的情

況下提請注意之強調事項；亦不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條、第407(2)條或(3)條作出的陳述。 

 

重大會計政策 

 

編製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自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開始之中期財務報表首次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的修訂對本集團會計政策、中期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無重大影響。 

 

如本集團二零一五年年報所披露，本集團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提前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2009) 「金融工具」。編製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時，部分比較訊息已根

據二零一五年年報所採納的編製基礎相應進行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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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油氣銷售收入及貿易收入 

 

油氣銷售收入為屬於本集團權益的油氣銷售發票面值減去礦區使用費，增值稅和對政府及其他礦權擁有者的義務後所得

的收入，並於所有權相關的重大風險及回報已轉移給顧客後，即法定所有權轉移給客戶後確認。來自和其他合作方共同

產生的油氣銷售收入按照本集團的參與權益和石油產品分成合同的相關條款確認。本集團的銷售量和按份額確定的產量

之間的差異不重大。 

 

貿易收入指本集團銷售自石油產品分成合同外國合作方購入的原油及天然氣和通過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銷售原油及天然氣

的收入。油氣貿易的成本載列於中期簡明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的「原油及油品採購成本」中。 

 

3. 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中期簡明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所確認隨時間推移而增加的棄置撥備貼現

值約人民幣 1,076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254 百萬元）。 

 

4. 稅項 

 

(i) 所得稅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須就從辦公和經營所在地的稅收轄區取得的利潤以經營實體為基礎交納所得稅。本公司就產生

或取得於香港的應課稅利潤繳納 16.5%（二零一五年：16.5%）的所得稅。 

 

本公司已經正式被中國國家稅務總局認定為中國居民企業（「居民企業」，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所

定義），並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以 25%的所得稅稅率被徵收中國企業所得稅。本公司在香港繳納的企業所得

稅可作為境外所得稅抵免額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從中國企業所得稅中據實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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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續） 

 

(i) 所得稅（續） 

 

本公司於中國大陸的附屬公司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中海石油中國」）為外商獨資企業，按現行稅收規則

和規定，該公司按25%繳納企業所得稅。中海石油中國之全資附屬公司中海石油深海開發有限公司已被認定為高新

技術企業，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內適用15%之企業所得稅稅率。 

 

本集團位於中國以外的附屬公司，分別按 10%至 56%之稅率繳納所得稅（二零一五年：10%至 56%）。於二零一五

年三月二十六日，英國政府將北海石油及天然氣活動的綜合所得稅率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由 62%下調至 50%。 

 

(ii) 其他稅項 

 

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須按下列適用稅率及費率支付其他主要稅費： 

 

- 石油產品分成合同的生產需交納5%的產量稅； 

 

- 自營油氣田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前須交納5%的產量稅。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起，根據《關於營業稅改徵

增值稅試點若干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39號）的規定，自營油氣田停止交納產量稅，改為按照《增值稅

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繳納13%至17%的增值稅。 

 

其他收入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前須交納3%至5%的營業稅或3%至17%的增值稅。自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起，

改為繳納3%至17%的增值稅。 

              

增值稅應納稅額按應納稅銷售額乘以適用稅率扣除相關允許抵扣的進項稅額後的餘額計算; 

 

- 自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起自營油氣田及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以後新簽訂石油產品分成合同的合作油氣田

不再繳納礦區使用費，改按扣除產量稅後的實際銷售額繳納資源稅，特定石油產品及油氣田可依據法律規定享

受減徵。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前已訂立石油產品分成合同的合作油氣田，在已約定的合同有效期內，繼續繳

納礦區使用費，不繳納資源稅，合同期滿後，依法繳納資源稅；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資源稅稅率由5%

提高到6%； 

 

- 對原油出口加徵出口關稅，稅率為5%； 

 

- 按實際繳納產量稅額、營業稅額及增值稅額的1%或7%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 

 

- 按實際繳納產量稅額、營業稅額及增值稅額的3%繳納教育費附加；及 

 

- 按實際繳納產量稅額、營業稅額及增值稅額的2%繳納地方教育費附加。 

 

此外，本公司的非中國附屬公司的其他稅項包括礦區使用費及其他基於油氣收入和油氣運營及資本性支出預算而徵

收的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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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損失）／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損失）╱盈利：   
  用於計算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普通股每股基本 
    和攤薄（損失）╱盈利 (7,735) 14,733 

   
股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損失）╱盈利之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44,647,455,984 44,647,455,984 

  股份期權計劃引起的普通股的潛在攤薄影響 - 
                               

59,054,410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損失）╱盈利之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44,647,455,984 

                         
44,706,510,394  

   
每股（損失）╱盈利 － 基本（人民幣元） (0.17) 0.33 

   
  － 攤薄（人民幣元） (0.17) 0.33 

   
 

由於假定股份期權行使並無攤薄影響，因此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每股攤薄損失與每股基本損失相等。 
 
6.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期確認的資產減值及跌價準備包含約為人民幣 10,390 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450
百萬元）的減值損失，抵減了某些油氣資產的賬面價值至可回收金額。該減值損失主要與位於北美、歐洲和非洲的油田

相關，導致減值的原因是預期估計原油價格修正以及加拿大的油砂資產經營計劃調整。該可回收金額是基於油田或油田

群的使用價值計算的。 
 
本期因租約到期核銷了部分北美頁岩油氣資產，約人民幣 424 百萬元計入折舊、折耗及攤銷。 
 

7. 應收賬款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間的銷售條款主要以賒銷為主，客戶依據信用評級可能需要預先付款或支付擔保金。通常貨款須在油

氣產品交付後三十天內支付。應收賬款均不計息。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絕大部分應收賬款的賬齡均在三十天之內。所有客戶均擁有良

好的還款記錄，並且沒有逾期賬款。 
 

8. 應付及暫估賬款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絕大部分應付及暫估賬款的賬齡均在六個月之內。應付及暫估

賬款均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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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銀行及其他借款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償還的債券詳情如下： 

 

   本金 

償還方 到期日 票面利率 百萬美元 

    

中國海油財務(2013)有限公司 2016 年 1.125% 750 

 

 

 

10. 股本 

  已發行 

 股數 股本等值 

  人民幣百萬元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無票面價值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經審計）   

及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44,647,455,984 43,081 

 

 

11. 股息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董事會宣佈向股東派發中期股息為每股 0.12 港元（含稅）（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每股 0.25 港元（含稅）），按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數暫估，總計約 5,358 百萬港元（含稅）

（約人民幣 4,579 百萬元（含稅））（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8,802 百萬元（含稅））。 

 

本公司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相關的法規和規定被認定為中國居民企業，對於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的所有以非個人名義登記的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企業代理人或受託人如證券公司、銀行，

及其他組織或團體等被視為非居民企業（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所定義）的股東），從派發二零零八年末

股息起，在扣除 10%的企業所得稅後派發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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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全球範圍內從事上游石油業務，包括常規油氣業務，頁岩油氣業務，油砂業務，和其他非傳統油氣業務。本集

團通過三個運營分部披露其主要業務，包括勘探及生產、貿易業務和公司業務。以上分部的劃分主要是因為本集團的主

要運營決策者對這些分部分別制定重要經營決策及衡量其經營業績。集團根據分部損益評估各分部的經營業績。 

 

下表根據本集團之業務分部呈列收入，利潤或損失，資產和負債： 

 
 勘探及生產 貿易業務 公司 抵銷 合併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計）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計）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計）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計）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計）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計） 

           

  外部收入 52,010 71,457 14,607 18,080 215 52 - - 66,832 89,589 

  分部間收入* 4,549 6,655 (4,549) (6,655) - 24 - (24) - - 

           

合計 56,559 78,112 10,058 11,425 215 76 -  (24) 66,832 89,589 

           

分部業績           

本期（損失）╱利潤 (8,213) 13,152 370 549 342 3,442 (234) (2,410) (7,735) 14,733 

 
          

 勘探及生產 貿易業務 公司 抵銷 合併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計） （已經審計） （未經審計） （已經審計） （未經審計） （已經審計） （未經審計） （已經審計） （未經審計） （已經審計）

其他資料 

分部資產 497,110 533,565 4,067 3,336 379,236 371,650 (232,613) (244,189) 647,800 664,362 

 

分部負債 (346,722) (364,056) (3,074) (2,243) (146,439) (145,475) 219,409 233,453 (276,826) (278,321) 

 

* 部分由勘探及生產分部生產的石油和天然氣通過貿易業務分部銷售。本集團主要運營決策者評估分部業績時，將對

應收入重分類回勘探及生產分部。 

 

13. 期後事項 

 

本集團沒有需要在本公告中披露的重大期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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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董事會下設的審核委員會會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就風險管

理、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項進行磋商。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乃

未經審計，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
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對其進行了審閱。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中期業績。 
 
上市證券的購入、出售或贖回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

購入、出售或贖回其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內，除僅偏離《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

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及第A.4.1條外，一直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相關守則條文。下文概述上述守則條文的要求及本公司偏離該等守則條文的原因。 
 
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董事會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楊華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因彼對本公司之文化及營運十分瞭解，亦於石

油天然氣行業有豐富的經驗。董事考慮到兩個角色由一人同時兼任，將可令本公司迅速及有效

率地作出和執行決定及由一人兼任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職務之組織架構將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

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職權平衡。此外，董事認為儘管楊華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董事長及首

席執行官，但是董事會層面有充分的制約與平衡。本公司已經建立董事會轄下各委員會（即審

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其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並且負責重要的企業管治

功能。尤其是，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負責監督和監測本公司的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制度，以支

持董事會履行其職責並且確保本公司的企業會計和財務控制、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制度的充分

性和有效性。此外，擁有對本公司的業務適宜的技能和經驗的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也有助於董

事會形成有價值的獨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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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對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均未有指定任期，這構成對守則條文第A.4.1條的偏離。然

而，本公司所有董事均須受制於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97條（「第97條」）的退任規定。根據

第97條關於輪流退任的規定，三分之一的董事須在每次股東周年大會暫時輪流退任。本公司已

遵守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所有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在過去三年內均已輪流退任並被重選（凱

文G.林奇先生除外，其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一日獲委任並於本公司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之股

東周年大會上獲重選）。因此，本公司認為其已採取足夠措施保證公司的企業管治實踐不低於

《企業管治守則》的要求。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了一套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道德守則（「《道德守則》」），該《道德守則》包含

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在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內遵守了本公司的《道德守則》和《標準守則》所要求之標準。 

 
董事資料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條，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董事資料變

動載列如下： 

董事姓名 變動詳情 

李凡榮 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首席執行官及總裁，自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

日起生效 
不再擔任本公司附屬公司－中海石油中國董事、中國海洋石油國際

有限公司董事長、董事和Nexen Energy ULC董事長、董事，自二零

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生效 
 

楊華 
 

調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獲委任為本公司首席執行官，自二零一六

年六月十五日起生效，他亦仍擔任本公司董事長 
獲委任為Nexen Energy ULC董事長、董事，自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

日起生效 
 

武廣齊 
                     
 
袁光宇 

調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亦辭任本公司法規主任，自二零一六年

六月十五日起生效 
 
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總裁，自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生效

獲委任為中國海洋石油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自二零一六年六月十

五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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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手冊第303A.11條所要求的重大企業管治差異聲明 
 
本公司根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本公司普通股的主要交易市場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此

外，由於本公司的普通股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並於紐約證券交易所（「紐交所」）上市，

本公司須遵守紐交所若干企業管治要求。然而，作為「外國私營發行人」，紐交所上市公司手

冊中所載的眾多企業管治標準（「紐交所標準」）均不適用於本公司。本公司獲准遵循其註冊

成立國家的企業管治標準，代替遵守紐交所標準所載的大部分企業管治標準。紐交所上市公司

手冊之第303A.11條要求，於紐交所上市的外國私營發行人須描述彼等企業管治常規與適用於紐

交所上市之美國公司的企業管治標準之間的重大差異。本公司已於其網站上發佈該等重大差異

的摘要，該等信息可登錄以下網頁獲取： 
 

http://www.cnoocltd.com/encnoocltd/gsgz/socg 
 

其他 
 
除本公告及本公司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所披露外，董事們認為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所發佈的信息未發生重大變化。 
 
關閉股東登記冊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二日（星期一）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二）（首尾兩天

包括在內）關閉股東登記冊並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取得中期股息，所有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證書最遲需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

司股票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室。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四）左右派發予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

日（星期二）在股東名冊內已登記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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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扣代繳境外非居民企業二零一六年中期股息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及《關於

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依據實際管理機構標準認定為居民企業有關問題的通知》，本公司已被

認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居民企業，為中國企業所得稅代扣代繳義務人。本公司在

向非居民企業股東（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所定義）派發二零一六年中期股息

時，需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得稅。對於在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所有以

非個人名義登記的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企業代理人或受托人如

證券公司、銀行等，或其他組織及團體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本公司將在扣除10%的企業

所得稅後派發二零一六年中期股息；對於在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所有

自然人股東，本公司將不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經上海證券交易所投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之本公司股票之投資者（滬港通投資者），屬於透過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持有股票的投資者，按照上述規定，本公司將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得稅後向香港中央結

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支付二零一六年中期股息款項。 
 

任何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或者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但實際管

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居民企業（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所定義）股東，或根據

其居民身份所屬國與中國的稅收協定或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之間的稅收安排的相關規定就股

息應繳所得稅稅率低於10%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或其他依照中國相關規定具有企業所得稅減免資

格的企業股東，如不希望本公司代扣代繳上述10%的企業所得稅之全款，請在二零一六年九月九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向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遞交其主管稅務機關所出具以證

明其居民企業身份的文件，或提供證明其根據前述稅收協定或安排就股息應繳納企業所得稅稅

率低於10%的文件，或按要求提供證明其依照中國相關規定具有企業所得稅減免資格的文件。 
 

如需更改股東身份，請向代理人或信托機構查詢相關手續。本公司將嚴格根據法律及有關政府

部門的要求並按照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的本公司股東名冊代扣代繳非居民企業股東的企業所

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在上述時間確定或確定不準而引起任何主張或與代扣代繳企業

所得稅機制有關的任何爭議，本公司將不承擔責任及不予回應。 
 
 
 

承董事會命 
李潔雯 

聯席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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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 華（董事長） 趙崇康 
袁光宇 劉遵義 
 謝孝衍 
 凱文G.林奇 
 
非執行董事 
武廣齊 
呂 波 
 
前瞻性聲明 
 
本公告包含一九九五年《美國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United States 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意義上的前瞻性聲明，包括關於預期未來事件、業務展望或財務結果的聲明。

「預期」、「預計」、「繼續」、「估計」、「目標」、「持續」、「可能」、「將會」、「預

測」、「應當」、「相信」、「計劃」、「旨在」等詞匯以及相似表達意在判定此類前瞻性聲

明。 
 

這些聲明以本公司根據其經驗以及對歷史發展趨勢、目前情況以及預期未來發展的理解，以及

本公司相信的其他合理因素所做出的假設和分析為基礎。然而，實際結果和發展是否能夠達到

本公司的預期和預測取決於一些可能導致實際業績、表現和財務狀況與本公司的預期產生重大

差異的風險和不確定因素，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於與原油和天然氣價格波動有關的因素、勘探

或開發活動、資本支出要求、經營戰略、集團所進行的交易是否能按時及按既定條款完成或甚

至不能完成、石油和天然氣行業高競爭性的本質、海外經營狀況、環境責任和合規要求，以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和政治條件。對於這些及其他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的描述，請參看本公司

不時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遞交的備案文件，包括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備案的二

零一五年年度報告（20-F表格）。因此，本公告中所做的所有前瞻性聲明均受這些謹慎性聲明

的限制。本公司不能保證預期的業績或發展將會實現，或者即便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實現，本公

司也不能保證其將會對本公司、其業務或經營產生預期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