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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上两项合

称《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

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信建投证券不承担任何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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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债券概况 

截至2016年末，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

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16中油03、16中油04、16中油05、16中油06，债券具体情

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简称 16 中油 03 16 中油 04 16 中油 05 16 中油 06 

债券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

种一）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

种二）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三期）（品

种一）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三期）（品

种二） 

核准文件和核准

规模 
证监许可[2015]2940 号，核准规模 400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 10 年 5 年 10 年 

发行规模 127 亿元 23 亿元 95 亿元 20 亿元 

债券利率 3.15% 3.70% 3.08% 3.60%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日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3 月 3

日，前述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

至下一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不

另计息 

2017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 月 3

日，前述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

至下一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不

另计息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3 月 24

日，前述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

至下一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不

另计息 

2017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月 24

日，前述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

至下一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不

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AAA/AAA 

跟踪评级情况 AAA/AAA（2017 年 5 月 26 日）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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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受托管理人每年对发行人进行回访，监督募集

说明书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对发行人进行了回访，形成

了回访记录，并调阅了相关资料。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

事项，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资料。报告

期内，发行人未出现《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规定和《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

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受托管理人督促

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披露了 2015 年度报告，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披露了 2016 半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向发

行人传达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按照核准用途合法

合规使用募集资金。发行人 16 中油 03、16 中油 04、16 中油 05、16 中油 06 债

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受托管理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上两项合称《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约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2016 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形势缓中趋稳，总体运行保持在合

理区间；全球油气市场供需总体宽松，国际油价持续低位震荡运行。面对复杂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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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发行人继续坚持稳健发展，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集中发展油气主营业务，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优化生产运营，不断改革创新管理模

式和完善经营机制，深化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夯实安全环保基础，实现生产经营

平稳受控，经营业绩好于预期。受原油、天然气、成品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等

因素影响，2016年发行人实现营业额人民币16,169.0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79.00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77.8%。 

（二）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6 年度/末 2015 年度/末 增减率 

流动资产合计 3,816.65 3,493.44 9.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152.85 20,447.50 -1.4% 

资产总计 23,969.50 23,940.94 0.1% 

流动负债合计 4,992.63 4,714.07 5.9% 

非流动负债合计 5,246.59 5,783.99 -9.3% 

负债合计 10,239.22 10,498.06 -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730.28 13,442.88 2.1% 

营业收入 16,169.03 17,254.28 -6.3% 

营业利润 488.74 564.30 -13.4% 

利润总额 451.92 581.66 -22.3% 

净利润 294.14 423.64 -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1.79 2,613.12 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8.87 -2,158.79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0.07 -454.39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251.58 -10.05 -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实际用途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6 中油 03、16 中油 0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简称：16 中油 03、16 中油 04 

发行金额：127 亿元、23 亿元 

募集资金核准用途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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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用途： 金额 具体用途： 金额 

补充流动资金 150 亿元 补充流动资金 150 亿元 

 

表：16 中油 05、16 中油 06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简称：16 中油 05、16 中油 06 

发行金额：95 亿元、20 亿元 

募集资金核准用途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具体用途： 金额 具体用途： 金额 

补充流动资金 115 亿元 补充流动资金 115 亿元 

 

发行人 16 中油 03、16 中油 04、16 中油 05、16 中油 06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 16 中油 03、16 中油 04 公司债券于 2016 年 3 月 3 日发行，发行人、

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地安门支行）于 2016

年 3 月 2 日签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账户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专项偿债账

户。 

发行人 16 中油 05、16 中油 06 公司债券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发行，发行人、

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地安门支行）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签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三期）账户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专项偿债账

户。 

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6 中油 03、16 中油 04、16 中油 05、16 中油 06 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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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第四节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

其他保障措施”之“四、偿债保障措施”部分约定。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偿债保障措施 

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第四节增信机制、偿债计

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之“四、偿债保障措施”部分约定。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专项偿债账户 

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专项偿债账户。 

（2）聘请监管银行并签署《账户监管协议》 

发行人与受托管理人及监管银行签订了《账户监管协议》。报告期内，监管

银行履行了相关监管义务。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报告期内，中信

建投证券持续关注发行人是否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尽职履行受托管理人的职责：①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及偿债保障措施

的实施情况；②在债券存续期内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③对发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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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债能力进行全面调查和持续关注；④在债券存续期内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5）利用外部融资渠道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金融机构均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间接融资渠道通

畅。发行人未发生对偿付能力有不利影响的事件。 

（6）严格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作为上市公司，一直以来进行了严格而及时的信息披露，可以保证公

司债券持有人能及时、完整地了解公司运营情况，防范了债券投资风险。 

16 中油 03、16 中油 04、16 中油 05、16 中油 06 的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

效执行。 

（二）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1、本息偿付安排 

16 中油 03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16 中油 03 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3月3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顺延期间不另计息。16 中油 03 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3 月 3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6 中油 04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16 中油 04 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3月3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顺延期间不另计息。16 中油 04 的兑付日为 2026 年 3 月 3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6 中油 05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16 中油 05 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3 月 24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16 中油 05 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3 月 24 日，前述日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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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6 中油 06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16 中油 06 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 月 24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16 中油 06 的兑付日为 2026 年 3 月 2 日，前述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6 中油 03、16 中油 04 于 2016 年 3 月 3 日正式起息，首次付息日为 2017

年 3 月 3 日。报告期内尚未进行本息偿付。 

16 中油 05、16 中油 06 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正式起息，首次付息日为 2017

年 3 月 24 日。报告期内尚未进行本息偿付。 

七、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募集说明书约定，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跟踪评级机构将在每年发行人年度

审计报告出具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

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发行人最新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由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作出，维持发行人主体评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 16 中油 03、16 中

油 04、16 中油 05、16 中油 06 的债项评级为 AAA。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6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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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

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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