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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檔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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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 
 

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公告（未經核數師審計） 
 

財務及業務摘要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度 

與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度比

較之百分比變動

  

油氣淨産量 105.8 百萬桶油當量 15.2%

合併收入 人民幣 406.5 億元 -42.0%

合併淨利潤 人民幣 124.0 億元 -55.0%

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 0.28 元 -54.8%

每股攤薄盈利 人民幣 0.28 元 -54.1%

中期股息 每股 0.20 港元 0.0%

 

董事長致辭 

 

年初，在公司二零零八年年報的董事長致辭中，我曾借「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表達我對公司無懼金融危

機，將繼續穩健前行的堅定信心。 

 

現在，上半年已然過去，我的信心則更趨堅定。 

 

雖然在當下，世界經濟前景仍不明朗，但至少已經可以看到經濟復蘇的萌芽：多種經濟數據表明，世界多個主要經濟

體正在走向復蘇，尤其是在公司的主要作業區 — 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恢復增長動力的强烈信號。 

 

國際油價可謂是經濟形勢的一面鏡子。上半年，從高位急瀉而下的國際油價已經逐步企穩，並顯著回升。 

 

外部大環境的回暖對於公司的業績表現無疑是一大利好，但中海油自身的健康發展更有助於公司快步走出「寒冬」。 

 

上半年，公司的新一届管理層緊緊抓住行業縮小投資的時間窗口，有效組織相對寬鬆的作業資源，在加大勘探力度的

同時，加快了對現有項目的開發步伐，我們的這一决策已見到了良好的效果。上半年，公司經營繼續獲得豐碩成果，

年初計劃的一批新項目順利投産，公司産量强勁增長，勘探方面屢有斬獲，綜合部署獲得多項突破。 

 

我相信，這些，包括我們繼續保有的低成本優勢、表現良好的健康安全環保指標，既是公司上述工作思路結出的碩果，

也是公司新一屆管理層有能力成功組織各類資源、圓滿兌現董事會之委託的最佳例證。 

 

增長動力强勁 

 

二零零九年將成爲中海油在穩健成長道路上的又一個里程碑，年內公司的油氣淨産量預計可大幅增長 15%以上，同時

將有 10 個新項目建成投産。目前，公司正朝這個目標穩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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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海域，公司的自營油氣田包括番禺 30-1、渤中 28-2 南和秦皇島 33-1 已經順利投産。在海外，尼日利亞 OML130

這一大型深水項目的一期 Akpo 油田已經順利投産，成爲公司海外産量增長的重要動力。此外，印度尼西亞東固液化

天然氣項目也已於 7 月初投産。這些項目的投産，不但有助於我們完成今年的産量目標，還將成爲公司中長期發展的

重要助力。 

 

上半年，公司實現原油産量 87.3 百萬桶、天然氣 106.3 十億立方英尺，合計淨産量 105.8 百萬桶油當量，比去年同期增

長 15.2%。其中海外淨産量爲 15.0 百萬桶油當量，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38.9%。 

 

公司上半年的産量增長符合我們的預期。這一增長主要得益於：文昌油田群、西江 23-1 和蓬萊 19-3 二期 B 平台等去

年投産的主力項目上半年表現良好，推動産量穩步攀升；今年年初投産的 OML130 項目，幫助海外原油産量大幅增長，

幾近翻番。此外，公司對於在産油田的精細化管理繼續取得良好成果，保持了大部分油田較高的生産時率。同時，通

過實施有效的增産措施使在産油田維持了較高的産能，綏中 36-1 和旅大油田群等油田生産穩定。此外，通過對部分油

田停産檢修工作的優化管理，節省了生産關停時間，减少了産量損失。 

 

如果說近期多個重要項目的陸續投産和産量的强勁增長是公司度過這次金融危機的重要保障，那麽，良好的勘探成果

則是公司應對未來可能來臨的「寒冬」的戰略儲備。上半年，公司勘探形勢喜人，共取得 10 個新發現和 8 個成功評價，

並在勘探新區和新領域獲得突破，進一步擴大了勘探空間。在渤海海域，遼東灣勘探再傳捷報，取得錦州 20-2 北這一

中型規模的新發現；石臼坨凸起周緣，共獲得秦皇島 29-2、秦皇島 35-4、渤中 2-1 和秦皇島 36-3 等多個新發現，有望

帶動本區域的滾動勘探，將成爲公司新的儲量增長點。 

 

此外，我們還成功評價了 8 個含油氣構造。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對中國海域首個深水天然氣發現荔灣 3-1 所鑽的兩口

評價井均獲得成功，證實了此前對其儲量規模的預期。 

 

海外業務方面，我們通過一持股比例 50：50 的合資公司簽訂了銷售與購買協議。根據協議，該合資公司收購了安哥拉

32 區塊 20%的工作權益。這是公司機遇性收購策略又一成功體現。 

 

成本控制得力 

 

低成本既是中海油的重要競爭優勢，也是我們一直以來貫徹的一個重要戰略。多年來，我們通過良好的管理、科技創

新和推進區域化開發等，努力控制成本，使公司桶油成本一直處於國際同行中的領先水平。 

 

在金融危機的環境下，成本控制尤顯重要。上半年，儘管受到金融危機影響，部分原材料價格出現下跌，但石油行業

開發建設的長周期，以及由此帶來的服務和原材料價格的滯後性，使我們的成本控制仍面臨較大壓力。 

 

在這種情况下，我們改進管理，深入挖潜，厲行節約，有效控制了成本。上半年，公司桶油成本爲 19.50 美元，比去

年全年平均的 19.78 美元下降了約 1.4%。尤其是通過精細化管理和推進節約措施，使桶油作業費下降了 3.8%，來之不

易。 

 

但由於行業成本下降並不明顯，以及全球流動性充足所帶來的通貨膨脹隱憂，預計公司成本在未來兩年仍將面臨較大

的增長壓力。公司管理層對此亦有清楚認識。爲此，我們將繼續通過公司上下節能減排、厲行節約，以進一步加强成

本控制。 

 

上半年，國際油價大幅下降。在此情况下，我們加强銷售管理，成功減小了公司實現油價與 WTI 等國際油價的價差，

平均實現油價爲每桶 49.35 美元。上半年淨利潤爲人民幣 124.0 億元，每股盈利人民幣 0.28 元。鑒於公司穩健的財務

狀况，董事會决定派發 2009 年中期股息每股 0.2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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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前景光明 

 

雖然世界經濟已出現復蘇迹象，國際油價也已從低位有所回升，但經濟發展的不確定因素仍然很多，每一步前進都需

要克服很多波折。面對變幻不定的經營環境，我們將繼續秉承公司的發展戰略，以持續爲股東創造價值爲目標，注重

儲量和産量的增長，維持穩健的財務政策，保持低成本優勢。 

 

具體而言，我們將在健康、安全、環保生産的基礎上，重點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一是著眼於儲量增長，繼續加

大勘探投入，以中國海域的原油勘探爲重點進行勘探作業；二是做好新油氣田的投産工作，加快調整井等增産措施的

實施，確保全年産量任務的順利完成；三是繼續加强管理，控制成本。 

 

我相信，憑藉中海油的堅實資源基礎、强勁的發展動力、良好的成本結構，加上完善的管理體系和優秀的管理團隊和

員工隊伍，我們一定可以早日走入新的發展周期。 

 

最後，我謹代表董事會對列位股東一如既往的支持表示感謝，並對公司管理層和全體員工的努力工作謹表謝意。我們

將不負重託，繼續努力。 

 

 

 

傅成玉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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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在此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的中期業績如下： 

 

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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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爲單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油氣銷售收入 2 32,523,285 54,463,611
 貿易收入 2 7,787,397 14,191,088
 其他收入  337,659 1,390,288
   
  40,648,341 70,044,987
   
費用   
 作業費用  (5,154,014) (4,068,497)
 產量稅  (1,461,660) (2,594,225)
 勘探費用  (976,846) (1,342,451)
 折舊、折耗及攤銷  (6,538,814) (4,665,419)
 石油特別收益金  (1,297,622) (9,745,988)
 原油及油品採購成本 2 (7,592,744) (14,022,885)
 銷售及管理費用  (946,460) (831,507)
 其他  (212,851) (459,166)
   
  (24,181,011) (37,730,138)
   
營業利潤  16,467,330 32,314,849
 利息收入  357,068 356,603
 財務費用 3 (252,388) (194,143)
 匯兌收益，淨額  9,095 2,895,417
 投資收益  72,541 192,578
 聯營公司之利潤  92,261 206,443
 營業外支出，淨額  (19,222) (277)
   
稅前利潤  16,726,685 35,771,470
 所得稅 4(i) (4,325,039) (8,229,410)
   
歸屬於公司股東的本期利潤       12,401,646 27,542,060

   
滙兌折算差異  (96,975) (5,223,09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産的公允價值變動損失，稅後淨額  (3,467) (45,635)
聯營公司儲備變動  (1,201) 21,806
   
稅後其他綜合損失合計  (101,643) (5,246,922)
   
稅後綜合收益  12,300,003 22,295,138

   
每股盈利   
 基本 5 人民幣0.28元 人民幣0.62元
 攤薄 5 人民幣0.28元 人民幣0.61元
   
股息   
 宣派中期股息 7 7,875,180 7,85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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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爲單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計） （已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1,681,238 138,358,136
 無形資產  1,194,267 1,205,645
 聯營公司投資  1,762,215 1,785,155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産  1,549,184 1,549,797

  
 

 非流動資產小計  156,186,904 142,898,733
  

 

流動資產   

存貨及供應物  3,263,611 2,684,372
應收賬款  10,825,093 5,633,318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産  4,858,391 11,660,649
其他流動資產  3,216,804 2,730,324
到期日爲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 21,300,000
現金及銀行存款  42,039,149 19,761,618
  

 

流動資產小計  64,203,048
 

63,770,281

   

流動負債   

應付及暫估賬款  15,597,426
 

11,913,363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3,899,983 4,020,803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銀行借款  49,849

 

16,623
應交稅金  3,912,440 2,848,454

   

 流動負債小計  23,459,698 18,799,243
   

流動資產淨值  40,743,350 44,971,03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6,930,254 187,869,771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借款  9,221,564
 

7,115,408
 長期擔保債券  6,838,977 6,748,598
 油田拆除撥備  10,157,677

 

8,339,734
 遞延稅項負債    5,938,747   5,428,323
  

 

 非流動負債小計  32,156,965 27,632,063

  
 

淨資產  164,773,289 160,237,708

   

所有者權益   

歸屬於公司股東的權益   

 已發行股本 6 949,299
 

949,299
 儲備  163,823,990 159,288,409
 

 

所有者權益  164,773,289 160,237,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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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爲單位） 

 歸屬於公司股東 

 股本  

股本溢價

 及股權

贖回準備

累計

折算儲備

 法定及

非分配

儲備金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擬派

期末股息 合計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餘額 942,541  41,043,786 (5,632,454) 20,000,000 4,848,022 66,060,398  7,052,445 134,314,738

本期利潤 —  — — — — 27,542,060  — 27,542,060

稅後其他綜合損失合計 —  — (5,223,093) — (23,829) —  — (5,246,922)

     

稅後綜合收益 —  — (5,223,093) — (23,829) 27,542,060  — 22,295,138

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 —  — — — — 230,915  (7,052,445) (6,821,530)

權益支付的股份期權費用 —  — — — 59,840 —  — 59,840

債券轉股 6,732  1,080,462 — — — —  — 1,087,194

行使的股份期權 6  1,697 — — — —  — 1,703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餘額     

 （未經審計） 949,279  42,125,945* (10,855,547)* 20,000,000* 4,884,033* 93,833,373 * —* 150,937,083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餘額 949,299  42,129,095 (10,706,877) 20,000,000 5,063,698 94,923,740  7,878,753 160,237,708

   

本期利潤 —  — — — — 12,401,646  — 12,401,646

稅後其他綜合損失合計 —  — (96,975) — (4,668) —  — (101,643)

     

稅後綜合收益 —  — (96,975) — (4,668) 12,401,646  — 12,300,003

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 —  — — — — 5,360  (7,878,753) (7,873,393)

權益支付的股份期權費用 —  — — — 108,971 —  — 108,971

轉入（轉出）專項儲備基金 —  — — — 1,573 (1,573 ) — —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餘額   

 （未經審計） 949,299  42,129,095* (10,803,852)* 20,000,000* 5,169,574* 107,329,173 * —* 164,773,289

     

* 上述儲備構成了中期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中的合併儲備合計約人民幣 163,823,990,000 元（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149,987,80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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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除股份數目及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元爲單位） 

 

1. 編製基礎及會計政策 
 

編製基礎 

 
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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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年度財務報表中披露的資訊和事項，閱覽時應結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財務
報表。 

 

重大會計政策 
 

除了下列強制須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採納的下列新準則和詮釋外，編製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與截止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修訂）－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股份支付－可行
權條件及取消的修訂 
 

該修訂明確了可行權條件的定義，並規定了由於不滿足非行權條件而取消的股份期權的會計處理。本集團不存在附有非行權條件的股份支付

計劃，因此，該準則修訂的應用不會對本集團的股份支付的核算產生造成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金融工具：披露
的修訂 
 

該修訂對公允價值計量的披露引入了三層等級概念，並要求公司提供關於公允價值計量和流動性風險的額外披露。該修訂不會對本集團公允

價值計量和流動性風險的披露產生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運營分部 

 
該準則要求披露關於本集團運營分部的資訊，取代了按主要（業務）分部和次要（地區）分部確定本集團報告分部的要求。本集團認為其運

營分部與之前根據在國際會計準則第 14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4 號：分部報告 認定的業務分部一致。新增的對每一分部的披露列示於附註 8。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財務報表列報 

 

經過修訂的準則要求區分公司所有者及非所有者的權益變動。在股東權益變動表中僅披露所有者權益變動資訊，同時將非所有者權益變動單
獨列示。另外， 該準則引入綜合收益表，即將所有形式的在損益表中確認的收入及費用，及直接在權益中確認的收入及費用列報在同一張

報表中或兩張相關聯的報表中。本集團已選擇用同一張報表進行列示。 

 
國際會計準則第 23 號（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修訂）－借款費用 

 

經過修改的準則要求將所有與併購、建造或生產合規資產直接相關的借款費用資本化。由於本集團目前有關借款費用的會計政策同經過修訂
的準則要求一致，因此該項修訂對本集團沒有任何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 號╱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 號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
訂）－對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 號╱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 號嵌入式衍生工具的重估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嵌入式衍生工具的修訂 
 
該修訂澄清了在將金融資產重分類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類別以外的其他類別金融工具時，所有嵌入式衍生工具必須評估，並

且如果必要，應單獨在財務報表中核算。本集團並未對其金融資產進行重分類，因此，該修訂對本集團沒有任何影響。 

 
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除了上述修訂外，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還頒布了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一些改進，主要包括刪除不一
致之處和進行文字的修改。儘管某些修訂的採用可能導致會計政策的變更，這些修訂都不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財務影響。本集團同時考慮了

其他所有頒布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但都不太可能對本集團產生任何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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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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去礦區使用費和為政府提取並銷售的政府留成油後所得的收入，並於所有權相關的重大風險及
回報已轉移給顧客後按油氣銷售的發票面值確認。來自和其他合作方共同産生的油氣銷售收入按照本集團的參與權益和石油産品分成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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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收入指本集團自銷售石油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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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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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所確認隨時間推移而增加的撥備貼現值約人民幣 216,271,000 元（截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70,7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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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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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頒發並自二零零八年實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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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實施條例》」）的規定，本公司作為境外註冊的中資控股企業很可能被認定為中國居民企
業。本公司目前正在開展中國居民企業認定申請工作。截至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告日，由於本集團能夠控制相關遞延所得稅負債轉回

的時間，並且該暫時性差異在可預見的未來很可能不會轉回，因此，與來自本公司海外附屬公司收益相關的遞延所得稅對本集團無重大

稅務影響，本公司未就海外附屬公司收益確認遞延所得稅。 
 

本公司於中國大陸的附屬公司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為外商獨資企業，按現行稅收規則和規定，該公司按 25%繳納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附屬公司，分別按 10%至 51.875%稅率繳納所得稅。 

 

本集團通過設立在馬來西亞納敏島的若干公司持有位於印度尼西亞的油氣資産。二零零六年五月，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兩國的部長提
議修改雙邊稅務協議：將稅率由 43.125%至 51.875%上升到 48%至 56%。這項提議將提交兩國政府批准，並於批准後的兩個月後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兩國政府的批准時間仍不確定。 

 
(ii) 其他稅項 

  

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須按下列適用稅率支付其他稅項： 
 

－ 自營及按石油産品分成合同的生産須交納 5%的產量稅； 

 
－ 原油出口需按出口收入金額交納 5%的出口關稅；及 

 

－ 其他收入須交納 3%至 5%的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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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盈利：   
  用於計算普通股每股基本和攤薄盈利之利潤 人民幣12,401,646,000 人民幣27,542,060,000 

   

股數：   
 年初發行之普通股股數 44,669,199,984 44,302,616,976 

   

 期內新股發行的加權平均數的影響 — 281,793,121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44,669,199,984 44,584,410,097 

   

 股份期權計劃引起的普通股的潛在攤薄影響 82,425,394 183,370,739 
   

 可換股債券引起的普通股的攤薄影響 — 46,025,125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44,751,625,378 44,813,805,961 

   

每股盈利－基本 人民幣0.28元 人民幣0.62元 

   
－攤薄 人民幣0.28元 人民幣0.61元 

   

6. 已發行股本 
 

股本 股數 股本   已發行股本等值

  港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爲0.02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5,000,000,000 1,5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爲0.02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44,302,616,976 886,052  942,541 
 債券換股 365,099,675 7,302  6,732 

 行使期權 1,483,333 30  26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經審計） 44,669,199,984 893,384  949,299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44,669,199,984 893,384  949,299 

 

7. 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董事會宣布向股東派發中期股息爲每股 0.20 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 0.20 港

元），按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數暫估，總計約 8,933,840,000 港元（約人民幣 7,875,180,000 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人民幣 7,854,162,000 元）。 

 

按照國家稅務總局頒佈的通知，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從本公司派發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起，本公司很可能需要在向非中國居民企業
股東派發股息時，代扣 10%的所得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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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東），本公司將在扣除10%的所得稅後派發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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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部資料 
 
本集團將全球的業務組成分為三個主要運營分部。本集團從事上游石油業務，其中包括自營業務，通過石油產品分成合同經營的合作業務和

貿易業務。以上分部主要為管理層分別對這些分部制定重要經營決策及衡量其經營業績之用。本集團以稅前經營盈虧作為業務分部業績評價
的基礎。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海上從事原油、天然氣及其他石油產品的勘探、開發、生產與銷售活動。在中國以外的活動主要在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
尼日利亞、加拿大和新加坡進行。 
 
下表根據本集團之業務分類呈列收入及利潤資料： 

 
 自營 合作 貿易業務 不能分配 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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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分部銷售:             
 油氣銷售收入 17,494,676 27,119,597 15,028,609 27,344,014 — — — — — — 32,523,285 54,463,611 
 貿易收入 — — — — 7,787,397 14,191,088 — — — — 7,787,397 14,191,088 
分部間收入 102,278 881,820 2,077,739 3,850,005 — — — — (2,180,017) (4,731,825) — — 
其他收入 239,621 — 53,295 1,009,763 — — 44,743 380,525 — — 337,659 1,390,288 
             
合計 17,836,575 28,001,417 17,159,643 32,203,782 7,787,397 14,191,088 44,743 380,525 (2,180,017) (4,731,825) 40,648,341 70,044,987 

             
分部業績             
税前利潤 9,258,257 15,702,913 7,504,580 16,675,595 194,653 168,203 (230,805) 3,224,759 — — 16,726,685 35,771,470 
本期利潤 9,258,257 15,702,913 7,504,580 16,675,595 194,653 168,203 (4,555,844) (5,004,651) — — 12,401,646 27,542,060 

 
9. 期後事項 

 
二零零九年七月，本公司通過全資附屬公司中國海洋石油國際有限公司，與中石化集團海外石油天然氣有限公司在開曼群島設立一共同控制

的有限責任公司Sunrise Angola Petroleum Holding Limited (「Sunrise」)，雙方各擁有其50%的股份權益。Sunrise主要在安哥拉從事石油勘探、

開發、生產和銷售活動。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Sunrise與Marathon Oil Corporation 的全資子公司Marathon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Angola Block 32 Limited簽署協議，

以13億美元（不含最終價格調整）收購其位於安哥拉的32區塊20%的生產權益。該協議的最終完成要基於中國政府及安哥拉政府對本次交易
的批准和優先購買權不行使等條件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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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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就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項進

行磋商。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乃未經審計，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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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對其進行了審閱。本公司董事會下設的審核委

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僅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和第A.4.1條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下文概述相關守則條文的要

求及本公司與該等守則條文偏離的原因。 
 
守則條文第 A.2.1 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須有區分，且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傅成玉先生（「傅先生」）是本公司的董事長。除擔任董事長一職外，傅先生亦獲委任為首席執行官。該等委任與守則

條文第A.2.1條相偏離。該等偏離之原因載於下文。 
 
本公司不同於從事上下游業務的綜合石油公司，僅從事油氣勘探和生產業務。有鑒於此，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制定

戰略性計劃並付諸實施將最大程度地符合本公司油氣勘探和生產業務的利益。本公司提名委員會亦同意董事長和首席

執行官由同一人兼任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 
 
據此，本公司目前並無計劃委任其他人擔任本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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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受制於本公司章程第97條（「第97條」）的退休規定。根據第97條，三分之一董事須在每次股東週年大會輪流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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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上被股東首次選舉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王濤先生外，均已在過去三年退任並經過重選。因此，本公司認為其已採

取足够措施保證公司管治實踐不低於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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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了一套道德守則，該道德守則包含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在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遵守了本公司的道德守則和標準

守則所要求之標準。 
 
關閉股東登記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關閉股東登記册並暫停辦理股票過

戶登記手續。爲符合資格取得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下午四時交回本公

司股票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爲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中期股息

將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左右支付。 
 
中期業績和中期報告的發佈 
 
本中期業績公告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網址：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的網站（網址：

http://www.cnoocltd.com）。中期報告將於適當的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

的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肖宗偉 
聯席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執行董事 
傅成玉（董事長） 
楊  華 
武廣齊 
 
 
 
非執行董事 
周守爲 
曹興和 
吳振芳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鄭維健 
趙崇康 
劉遵義 
謝孝衍 
王  濤 

 
前瞻性聲明 
 
本公告包含一九九五年「美國私人安全訴訟修正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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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打算」、「期待」、「預期」、「預計」、「估計」、「計劃」、「預測」等辭彙以及相似表達意在判定

此類前瞻性聲明。這些聲明是以當前情況下本公司認為合理的假設和分析為基礎而做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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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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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八日備案的二零零八年年報（20-F 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