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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 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15年3月1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5

年3月20日以现场和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应到会董事14人，实际到会13人。 董事王志刚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授权委托董事

李春光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部分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傅成玉

董事长召集、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并批准如下事项及议案：

一、《第五届董事会工作报告》（包括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将其与《第五届监

事会工作报告》（包括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一并提请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股东年会” ）审议。

二、《第五届总裁班子工作报告》。

三、关于2014年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及相关事项的说明。

四、关于2014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公司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全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人民币

70.54亿元，其中：计提固定资产减值约人民币34.28亿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人民币33.27

亿元。 同时，发生资产减值转回约人民币2.15亿元，冲销前期资产减值约人民币21.53亿元，

年末余额约人民币507.39亿元。

五、关于2014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4年中国石化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买入约

人民币1,381.70亿元，对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卖出约人民币986.20亿元，均在公司201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上限范围内。

六、关于存放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风险状况的

评估报告的议案。

七、关于2014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2014年度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5,168万元。

八、关于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及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规定，以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的母公司

2014年当期净利润约人民币321.45亿元为基础，按照10%的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约人

民币32.145亿元。

九、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计算的母公司净利润较低者为准，公司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净利润为正及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正，且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情况下，公司进行现金分

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净利润的30%。 2014年，公司按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的母公司净利润约人民币320亿元，以此为基础，董事会建议以分红派

息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数为基准，派发2014年度末期股息人民币0.11元/股（含税），加上

中期已派发的股息人民币0.09元/股 （含税），2014年度全年共派发股息人民币0.20元/股

（含税）。公司2014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独立非执行董事均认为201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同意该利润分配方案。

十、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

十一、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和20F表格。

十二、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十三、公司2014年可持续发展进展报告。

十四、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

务所为中国石化2015年度外部审计师并提请股东年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十五、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

石化负责处理因上述《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报批、披

露、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包括依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

十六、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根据中国石化《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傅成玉、王天普、李春光、章建华、王志刚、戴厚

良、刘运、张海潮、焦方正、蒋小明、阎焱、鲍国明、汤敏13位人士为中国石化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其中蒋小明、阎焱、鲍国明、汤敏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年会选

举。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均对前述提名表示同意。 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有关情况详见

附件一。 公司将尽快寻找另一名合适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处理因更换董事会成员所需的各项有关

申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十七、关于中国石化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和监事会监事服务合同（含薪酬条款）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均对薪酬条款表示同意。

十八、关于提请股东年会批准授权董事会决定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十九、关于提请股东年会批准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提请股东年会一般及无条件授予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在可发行债券额度

范围内，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有关债务融资工具实际发行的

金额、利率、期限、发行对象、募集资金用途以及制作、签署、披露所有必要的文件。 有关债务

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券、境外市场人民币

债券和外币债券等在内的人民币或外币债务融资工具。

在获得股东年会授权的前提下， 董事会继续授权董事长和/或总裁和/或董事长指定的

一名董事具体办理上述发行事宜。

本项议案的有效期自股东年会批准时至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二十、提请股东年会给予中国石化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为了保持灵活性并给予董事会酌情权， 董事会批准并提请股东年会给予一般性授权。

此一般性授权将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

不超过中国石化已发行的内资股或境外上市外资股各自数量的20%（以本议案获得股东年

会审议通过时的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规的规定， 即使获得一般性授

权，若发行内资股新股仍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有关情况详见附件二。

二十一、同意召开股东年会，批准股东年会通知。 股东年会通知将另行发布。

上述第一、九、十、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及二十项议案将提呈股东年会审

议。

上述第五项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表决时回避，非关联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

董事）均认为上述第五项关联交易为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对中国石化而言公平、合理并为

中国石化的日常及正常业务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独立股东利益的情形。 其余议案同意

票数均为14票。 上述所有议案均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上述第十五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网址http://www.sse.

com.cn上披露的公告，第一、五、六、十、十一、十二和十三项（可持续发展进展报告）议案内

容详见中国石化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附件。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5年3月20日

附件一

董事候选人简历

傅成玉*，63岁，傅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3年起先后在中国海

洋石油总公司与阿莫科、雪佛龙、德士古、菲利普斯、壳牌和阿吉普等外国大石油公司的合

资项目中任联合管理委员会主席；1994年至1995年， 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公司副总经

理；1995年12月起任美国菲利普斯公司国际石油（亚洲）公司副总裁兼西江开发项目总经

理；1999年4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公司总经理；1999年9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作业官；2000年10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

2000年12月起兼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总裁；2002年8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子

公司———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03年10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总经理，兼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2010年9月，傅先生辞去中国海洋

石油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任董事长职务；2011年4月，傅先生出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1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长。

王天普*，52岁，王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1999年3月起任中国石

化集团齐鲁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副经理；2000年9月

起任中国石化齐鲁分公司经理；2001年8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2003年4月起任中国石化

高级副总裁；2005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总裁；2006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 总裁；2009年5

月起任中国石化副董事长、总裁；2011年8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2013

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副董事长。

李春光#，59岁，李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大学文化。 1991年8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

华北公司副经理；1995年10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副经理；2001年6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

公司经理；2001年12月起任中国石化油品销售事业部主任；2002年4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有

限公司董事长、经理；2003年4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2005年11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2013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总裁。

章建华#，50岁，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1999年4月起任中国石

化集团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副经理；

2000年9月起任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经理；2003年4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2003年11

月兼任中国石化生产经营管理部主任；2005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2007年6月兼

任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10月兼任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06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

王志刚#，57岁，王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

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副经理；2000年6月起任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2001年11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经贸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挂职）；2003年4月起任中国石

化副总裁；2003年6月兼任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主任；2005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高

级副总裁；2007年1月兼任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4年9月兼任国际石油

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6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

戴厚良#，51岁。戴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1997年12月起任扬子石

油化工公司副经理；1998年4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2年7月

起任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03

年12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2004年12月兼任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5年9月起任中国石化财务

副总监；2005年11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2006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 高级副总裁兼财

务总监；2008年8月兼任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石化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2012年8月兼任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3月兼任中国石

化催化剂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9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

刘运*，58岁。刘先生是教授级高级会计师，硕士研究生毕业。1998年12月起任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财务部副主任；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财务部副主任；2001年1月起任中国

石化财务部主任；2006年6月起任中国石化财务副总监；2009年2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总会计师； 2012年5月兼任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3年9月兼任中石化

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9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

张海潮#，57岁。 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8年3月起任浙江石

油总公司副总经理；1999年9月起任浙江石油总公司总经理；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浙江

石油公司经理；2004年4月起任中石化碧辟浙江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4月起任

中国石化职工代表监事；2004年10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副经

理；2005年11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06年6月起任中国

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4年7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11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焦方正#，52岁。 焦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1999年1月起任中国石

化集团中原石油勘探局总地质师；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副经理兼总地

质师；2000年7月起任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2001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油田

勘探开发事业部副主任；2004年6月起任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总经理；2010年7月起任

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主任；2014年7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14

年9月兼任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9月兼任国际石油勘探开

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5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年10月

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蒋小明+，61岁，蒋先生是经济学博士。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

事，联合国投资委员会委员，香港赛博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中远国际独立董事，英国剑桥

大学商学院高级研究员，剑桥大学中国发展基金会托管人。 1992年至1998年任联合国职员

退休基金副总裁。1999年至2003年任星狮地产（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任字源有限

公司董事、美国资本集团及英国投资银行洛希尔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2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独立非执行董事。

阎焱+，57岁，阎先生是赛富亚洲投资基金的创始管理合伙人，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华

润置地有限公司、中粮包装控股有限公司及科通芯城集团独立非执行董事，神州数码控股

有限公司、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丰德丽控股有限公司、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执行董事， 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ATA公司董事。

1989年至1994年，他先后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任经济学家、美国著名的智库哈德逊研究

所任研究员、Sprin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任亚太区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董事。 1994

年至2001年， 任AIG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的管理公司Emerging� Markets� Partnership

董事总经理及香港办主任。 2012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独立非执行董事。

鲍国明+，63岁，鲍女士是教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硕士研究生毕

业。 1992年12月起任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1995年12月起任南开大学国际商

学院会计系教授；1997年11月起任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1999年4月起任审计

署审计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2003年2月起任审计署审计干部培训中心主任；2004年7月起

任审计署行政事业审计司司长；2010年2月起任审计署法规司正司级审计员；2010年7月起

任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2012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独立非执行董事。鲍女士是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汤敏+，62岁，汤先生是经济学博士。 现任中国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同时担任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1989年至2000年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家， 高级经济学家；2000年至

2004年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2004年至2007年任亚洲开发银行驻

华代表处副代表；2007年至2010年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 执行董事

* 非执行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附件二：

关于给予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

性授权的具体内容

根据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第94条及香港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公司股东大会以

特别决议批准，公司每间隔12个月单独或者同时发行内资股（A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以下简称“有关增发” ），并且拟发行的A股、H股的数量各自不超过该类已发行在外

股份的20%，公司无需再行召开类别股东大会批准有关增发。

2014年5月9日， 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给予公司董事会 （或董事会授权的董

事）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一般性授权。 自该次年度股东大会给予授权之

日起至今，公司未使用该授权进行有关增发。

为了继续保持灵活性,公司拟提请中国石化股东年会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

董事） 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 发行及处理不超过中国石化已发行的A股或H股各自数量的

20%的A股或H股或可转换成该等股份的证券、购股权、认股权证或可认购本公司A股或H

股的类似权利（以下简称“类似权利” ）（以本议案获得股东年会审议通过时的总股本为基

数计算）。 根据现行的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如果发行A股新股，即使公司董事会获得一

般性授权，仍需再次就每次发行A股的具体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此一般性授权的具体内容包括：

(1)� �在遵守(3)及(4)段的条件的前提下，根据中国《公司法》及中国石化上市地有关监

管规定（不时修订），一般及无条件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行使中国石化的

一切权利，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A股及/或H股或类似权利，及决定配发、发行

及处理新股或类似权利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款：

a.拟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b.新股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c.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日期；

d.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及/或

e.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购股选择权、转股权或其他相

关权利。

(2)� �上文(1)段所述的批准将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于“有关

期间” 内作出或授予需要或可能需要于“有关期间”结束后行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

及购股选择权。

(3)� �中国石化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根据(1)段所述授权在“有关期间” 内

批准有条件或无条件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论是否根据购股选择权或以其他方

式）的内资股新股或境外上市外资新股的数量（不包括根据中国《公司法》及中国石化的

《公司章程》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发行的股份）分别不得超过中国石化于本议案获本

年度股东年会通过时该类已发行的内资股或境外上市外资股数量的百分之二十。

(4)� �在根据上文(1)段行使权利时，中国石化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必须：a)

遵守中国《公司法》、中国石化上市地监管有关规定（不时修订），及b)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其他有关的中国政府部门的批准。

(5)� �就本决议而言：

“有关期间”指本议案获得本年度股东年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最早的日期止的

期间：

a.本议案获本年度股东年会通过之日后十二个月届满之日；

b.中国石化下届股东年会结束时；及

c.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修订本决议案所述授权之日。

(6)�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石化上市地监管规

定和中国石化的《公司章程》，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于根据上文

(1)段行使权利时相应地增加中国石化的注册资本。

(7)�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在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石化上市地监管规定和中国石化的《公司章程》的情况下，根据上文（1）段行使权利时

为完成配发、发行及上市新股签署必要文件、办理必要手续、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8)�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在

新股配发及发行完成后，根据中国石化新股配发及发行的方式、种类、数目和新股配发及发

行完成时中国石化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石化的《公司章程》的有关内容作出适当

及必要的修订，以反映中国石化股本结构、注册资本根据此项授权而产生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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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石化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 或“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15年3月1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3月20

日下午在中国石化总部召开现场会议。

应到会监事9人，实际到会7人。 监事陈明政先生、蒋振盈先生因公务未出席会议，分别

授权委托监事邹惠平先生、俞仁明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根据《公司法》和境内外上市地证券监管要求，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中国石化2014年度财务报告》，认为公司财务报告严格按照中国企业会

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未发现财务报告编制与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审议通过了《中国石化2014年年度报告》，认为公司年度报告严格按照境内外证券监

管机构有关规定编制，内容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4年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公司治

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股利分派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长远利益和股东利益；财务报

表及附注披露信息符合境内外上市地监管要求；对年度报告中反映和披露事项无异议。

3.审议通过了《中国石化2014年可持续发展进展报告》，认为公司可持续发展进展报告

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要求；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全面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战略，促进了公司与利益相关方在经济、社会和

环境方面和谐包容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4.审议通过了《中国石化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环境良好，内部控制设计及执行有效，未发现公司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5.审议通过了《中国石化201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及《中国石化第五届监事会工作报

告》，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届监事会及各位监事严格履行监管职责，积极参与决策

过程监督、依法认真审议公司重大决策事项及议案，努力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对本报

告期内监督事项无异议。

6.修订《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认为相关

条款修订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上述第1、5、6项议案将提呈中国石化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同意票数均

为9票。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中国北京，201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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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 或“公司” ）于2011年2月发

行的人民币230亿元可转债转股新增了中国石化的A股股份， 因此公司股本增至121,071,

209,646股，注册资本也相应增加。此外，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中国石化监事会的

组成人数进行调整。

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对《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作出如下修

改：

一、《公司章程》第二十条第二款

现条款规定：“公司现股本结构为：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均为普通股， 总数为116,721,

086,804股，其中，境内上市A股股东持有91,207,648,204股，占78.14％；境外H股股东持

有25,513,438,600股，占21.86％。 ”

建议修改为：“公司现股本结构为：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均为普通股， 总数为121,071,

209,646股，其中，境内上市A股股东持有95,557,771,046股，占78.93％；境外H股股东持

有25,513,438,600股，占21.07％。 ”

二、《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

现条款规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6,721,086,804元。 ”

建议修改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1,071,209,646元。 ”

三、《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

现条款规定：“监事会由10名监事组成，包括6名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和4名职工代

表监事。 监事会中的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和罢免，职工代表由公司职

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和罢免。 ”

建议修改为：“监事会由7名至9名监事组成， 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不少于监事总人数的

1/3。 监事会中的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和罢免，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

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和罢免。 ”

四、《监事会议事规则》第九条

现条款规定：“监事会由10名监事组成，包括6名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和4名职工代

表监事。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可以设监事会副主席。 ”

建议修改为：“监事会由7名至9名监事组成， 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不少于监事总人数的

1/3。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可以设监事会副主席。 ”

对《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上述修改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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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5月12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石化” ）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的A股股

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参加网络投票。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5月12日 9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号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

(五)A股股东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5月12日

至2015年5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1�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2�中国石化基本情况

2.1�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石化

SINOPEC CORP SINOPEC CORP

中国石化

股票代码

0386 SNP SNP 600028

股票上市

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 纽约股票交易所 伦敦股票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2.2�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公司授权代表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春光 黄文生 黄文生 郑保民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

电话

86-10-59960028 86-10-59960028 86-10-59960028 86-10-59960028

传真

86-10-59960386 86-10-59960386 86-10-59960386 86-10-59960386

电子信箱

ir@sinopec.com

3�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二零一四年本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

年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

人民币百万元

总资产

1,451,368 1,382,916 4.9 1,238,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94,483 570,346 4.2 513,3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8,347 151,893 (2.3) 143,462

营业收入

2,825,914 2,880,311 (1.9) 2,786,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430 67,179 (29.4) 63,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

43,238 66,658 (35.1) 61,9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14 12.24

(4.10)

个百分

点

12.8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06 0.579 (29.9) 0.56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06 0.543 (25.2) 0.542

3.2�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二零一四年本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营业额

、

其他经营收入

（

人民币百

万元

）

2,825,914 2,880,311 2,786,045 2,505,683 1,913,182

经营收益

（

人民币百万元

）

73,487 96,785 98,662 105,530 104,974

除税前利润

（

人民币百万元

）

65,504 95,052 90,642 104,565 103,663

本公司股东应占利润

（

人民币百万

元

）

46,466 66,132 63,879 73,225 71,782

每股基本净利润

（

人民币元

）

0.398 0.570 0.566 0.650 0.637

每股稀释净利润

（

人民币元

）

0.397 0.534 0.545 0.625 0.631

已占用资本回报率

(%) 6.05 8.02 9.09 11.49 12.95

净资产收益率

(%) 7.84 11.63 12.50 15.50 17.1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人民币元

）

1.270 1.308 1.262 1.336 1.512

项目

于

12

月

31

日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

人民币百万

元

）

593,041 568,803 510,914 472,328 419,604

每股净资产

（

人民币元

）

5.014 4.880 4.527 4.191 3.723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

人民币元

）

4.950 4.841 4.476 4.172 3.722

4�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4.1�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于2014年12月31日，中国石化的股东总数为695,385户，其中境内A股688,972户，境

外H股6,413户。 于2015年3月13日，中国石化股东总数为851,381户。本公司最低公众持股

量已满足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 本报告期末至石化转债赎回登记日 （2015年2月11

日），石化转债共转股2,790,814,006股。

于2014年12月31日，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

性

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股变化

1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国家股

72.47 85,720,671,101 57,722,243 0

香港

（

中央结算

）

代理人有限公司

2

H

股

/

A

股

21.48 25,402,335,709 30,154,650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0.25 292,891,836 (45,486,499)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0.23 268,156,856 (22,699,951) 0

卡塔尔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

自有资金

A

股

0.08 89,996,185 0 0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A

股

0.04 44,999,949 9,714,546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裕富

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

股

0.04 41,897,694 34,897,694 0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A

股

0.03 37,487,694 (15,712,129) 0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时

中国

A50ETF

A

股

0.03 35,516,572 (26,378,536)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

股

0.03 30,426,070 751,787 0

注1：与2014年12月31日相比。

注2：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553,150,

000股H�股，占中国石化股本总额的0.47%，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石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4.2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包括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境外全资附属公司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通过香港（中央

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553,150,000�股H�股。

5�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董事会关于报告期内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5.1.1经营业绩回顾

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7.4%。 本公司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深化改革、转型发展、从严管理，加强宏观形

势和市场走势的研判，主动应对国际原油价格剧烈变化，加强结构调整，努力拓展市场，强

化精细管理和成本管理，总体保持了生产经营平稳运行。

5.1.1.1市场环境回顾

（1）原油、天然气市场

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上半年高位震荡，下半年单边大幅下挫，进入第四季度出现“断

崖式”下跌。 普氏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全年平均为99.45美元／桶，同比降低8.5%。 2014年

国内天然气需求保持增长，国家进一步调整了非居民用存量天然气价格，国内天然气价格

与可替代能源价格逐步接轨。

（2）成品油市场

2014年，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及时调整成品油价格，下半年随国际原油价

格下挫，国内成品油连续降价11次。 受宏观经济放缓影响，国内成品油需求增速放缓，境内

汽油需求仍保持增长，但柴油需求同比略有下降。 据统计，2014年国内成品油表观消费量

（包括汽油、柴油和煤油）为2.69亿吨，同比增长2.0%。

（3）化工产品市场

2014年，化工产品价格持续下跌。 下半年化工产品原料价格下降幅度大于化工产品价

格下降幅度，化工毛利有所改善。 据本公司统计，国内合成树脂和合成纤维表观消费量同

比分别增长8.7%和7.0%，合成橡胶表观消费量同比下降1.9%，国内乙烯当量表观消费量同

比增长4.9%。

5.1.1.2生产经营

(1)�勘探及开采

2014年，本公司以管理和技术创新为动力，落实高效勘探开发各项部署，取得了一批新

发现和商业发现，涪陵新增页岩气储量1,067.5亿方，标志着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的诞生，

全年新增油气经济可采储量431百万桶。 原油开发方面，突出开发效益，优化新区储量动

用，精细老区开发，不断提高采收率；天然气开发方面，加快推进重点产能建设工程，强化普

光等老气田管理，合理调整营销策略，扩大经营总量，提高经济效益；页岩气开发方面，涪陵

一期50亿方产能建设高效推进，投产井日产水平均超设计方案，形成大发展的良好局面。

全年油气当量产量为480.22百万桶，同比增长8.44%；其中境内原油产量保持稳定,同时去

年底部分海外上游资产完成交割，海外原油产量大幅增长；生产天然气7,164，同比增长

8.5%。 油气单位完全成本增幅得到有效控制

勘探和开发产量情况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4

年较

2013

年

同比变动

(%)

油气当量产量

（

百万桶

）

480.22 442.84 427.95 8.44

原油产量

（

百万桶

）

360.73 332.54 328.28 8.48

中国

310.87 310.84 306.60 0.01

海外

49.86 21.70 21.68 129.77

天然气产量

（

十亿立方英尺

）

716.35 660.18 598.01 8.51

(2)�炼油

2014年，本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增产市场需求旺盛的油品和高附加

值产品，汽油（特别是高标号汽油）和航空煤油产量大幅增长，柴汽比进一步下降。 加快推

进成品油质量升级，积极生产国IV车用柴油，部分地区汽、柴油达到国V标准；优化资源配

置，合理安排加工油种，加强库存管理，大力控制成本；发挥专业化传统优势，润滑油、液化

气、沥青等产品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全年加工原油2.35亿吨，同比增

长1.5%；生产成品油1.46亿吨，同比增长4.2%。

炼油生产情况 单位：百万吨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4

年较

2013

年

同比变动

(%)

原油加工量

235.38 231.95 221.31 1.48

汽

、

柴

、

煤油产量

146.23 140.40 132.96 4.15

汽油

51.22 45.56 40.55 12.42

柴油

74.26 77.40 77.39 (4.06)

煤油

20.75 17.43 15.01 19.05

化工轻油产量

39.17 37.97 36.33 3.16

轻油收率

（

%

）

76.52 76.19 76.75

提高

0.33

个百分点

综合商品率

（

%

）

94.66 94.82 95.15

降低

0.16

个百分点

注：合资公司的产量按100%口径统计

(3)�营销及分销

2014年，公司启动了销售业务重组，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改革，

并与25家投资者签署了增资协议，形成了市场化改革的倒逼机制，为进一步改革销售板块

体制、机制，实现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4年，成品油市场需求增速放缓，特别是柴油需求低迷，本公司灵活调整营销策略，

不断优化销售结构，加大高标号汽油和航煤销售力度，做大经营总量;� 发挥网络和品牌优

势，全力提升加油站综合服务水平，扩大零售规模；积极发展非油品业务，在全国上线加油

卡网上营业厅，推广自助终端应用及设备，改善客户体验，努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非

油品营业额171亿元，同比增长28� %。全年成品油总经销量1.89亿吨，同比增长5.1%，其中境

内成品油总经销量1.71亿吨，同比增长3.4%，零售量同比增长3.6%。

营销及分销营运情况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4

年较

2013

年同

比变动

(%)

成品油总经销量

（

百万吨

）

189.17 179.99 173.15 5.10

境内成品油总经销量

（

百万吨

）

170.97 165.42 158.99 3.36

零售量

（

百万吨

）

117.84 113.73 107.85 3.61

直销及分销量

（

百万吨

）

53.13 51.69 51.14 2.79

单站年均加油量

（

吨

／

站

）

3,858 3,707 3,498 4.07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年末比上年

度年末变动

（

%

）

中国石化品牌加油站总数

（

座

）

30,551 30,536 30,836 0.05

其中

：

自营加油站数

（

座

）

30,538 30,523 30,823 0.05

(4)�化工

2014年，面对严峻的化工市场形势和产品价格持续低迷的局面，本公司优化原料结构，

加大轻质原料比例，降低原料成本；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加大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力

度，其中化工聚烯烃新产品与专用料比例达到57.4%，高附加值橡胶比例达到17.4%，合成纤

维差别化率达到76.7%；优化生产装置运行，合理安排装置负荷，对不能达到边际成本的化

工装置实施关停措施。全年乙烯产量1,070万吨，同比增长7.2%。坚持低库存运作，实施差别

化营销策略，全年化工产品经营总量6,079万吨，同比增长4.4� %，实现了全产全销。

化工主要产品产量 单位：千吨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4

年较

2013

年同比变动

(%)

乙烯

10,698 9,980 9,452 7.19

合成树脂

14,639 13,726 13,343 6.65

合成橡胶

939 960 936 (2.19)

合成纤维单体及聚合物

8,383 9,227 8,950 (9.15)

合成纤维

1,315 1,392 1,339 (5.53)

注：合资公司的产量按100%口径统计。

（5）科技开发

2014，本公司积极发挥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取得明显成效。

在上游方面，页岩气“井工厂” 技术试验成功，施工效率显著提高；形成了海上油井安全控

制技术系列，支撑了海上油田安全高效生产。 在炼油方面，逆流连续重整、高芳烃含量催化

柴油加氢转化、柴油超深度加氢脱硫等技术实现工业转化。 在化工方面，合成气制乙二醇示

范装置成功运行，煤化工技术取得新突破；超仿棉等示范装置一次开车成功；抗菌聚丙烯、

低温包装用聚丙烯等新产品开发成功。 全年申请国内外专利4,968件，获得国内外专利授权

3,011件；获中国专利金奖1项、优秀奖5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技术发明二等奖2

项、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

（6）健康、安全、环境

2014年，本公司大力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全面开展“碧水蓝天” 环保专项行动，积

极推进碳资产管理，正式启动“能效倍增” 计划，进一步发挥节能减排降碳一体化管理优

势,能源环保工作成效持续提升。 与去年相比，全年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0.6%；工业取水

量下降1.1%；外排废水COD量减少2.5%；氨氮排放量减少4.2%；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8.1%；

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3.9%；危险化学品和“三废”妥善处置率达到100%。

2014年，本公司完善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事故问责制度；开展了安全专项检查，集中进

行了隐患排查治理；加强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建设和安全信息化建设；规范劳动防护，保障员

工健康。 其他详细信息参见公司可持续发展进展报告。

（7）资本支出

2014年本公司优化项目和投资，全年资本支出人民币1,546.40亿元，比年初计划压缩

4.2%。 勘探及开发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801.96亿元，主要用于济阳坳陷、四川盆地、塔河油

田、鄂尔多斯盆地等区域油气勘探开发工程，山东、广西LNG及油气长输管道以及海外项目

建设等，新建原油生产能力436万吨/年，新建天然气生产能力59亿立方米/年；炼油板块资

本支出人民币279.57亿元，主要用于石家庄、扬子、塔河、九江等炼油改造和汽柴油质量升级

项目建设，新增炼油综合加工能力950万吨，以及收购延布炼油项目37.5%股权；营销及分销

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269.89亿元，主要用于加油（气）站发展和改造，成品油管道及油库建

设，全年发展加油（气）站556座；化工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158.50亿元，主要用于宁东煤化

工、齐鲁丙烯腈等项目建设，新增乙烯生产能力19万吨/年、合成树脂生产能力60万吨/年；

总部及其他资本支出人民36.48亿元，主要用于科研装置及信息化项目建设。

5.2�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以下讨论与分析应与本年度报告所列的本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其附注同时阅读。

以下涉及的部分财务数据摘自本公司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并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

讨论中涉及的产品价格均不含增值税。

5.2.1�合并经营业绩

2014年，本公司的营业额及其他经营收入为人民币28,259亿元，与2013年相比降低

1.9%。 经营收益为人民币735亿元，同比降低24.1%。

下表列示本公司相关各期合并利润表中主要收入和费用项目。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变化率

(%)

2014

年

2013

年

(

人民币百万元

)

营业额及其他经营收入

2,825,914 2,880,311 -1.9

营业额

2,781,641 2,833,247 -1.8

其他经营收入

44,273 47,064 -5.9

经营费用

-2,752,427 -2,783,526 -1.1

采购原油

、

产品及经营供应品及费用

-2,334,399 -2,371,858 -1.6

销售

、

一般及管理费用

-68,374 -69,928 -2.2

折旧

、

耗减及摊销

-90,097 -81,265 10.9

勘探费用

（

包括干井成本

）

-10,969 -12,573 -12.8

职工费用

-57,233 -55,353 3.4

所得税以外的税金

-191,202 -190,672 0.3

其他费用净额

-153 -1,877 -91.8

经营收益

73,487 96,785 -24.1

融资成本净额

-14,229 -4,246 235.1

投资收益及应占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的

损益

6,246 2,513 148.5

除税前利润

65,504 95,052 -31.1

所得税费用

-17,571 -24,763 -29

本年度利润

47,933 70,289 -31.8

归属于

：

本公司股东

46,466 66,132 -29.7

非控股股东

1,467 4,157 -64.7

(1)�营业额及其他经营收入

2014年，本公司营业额为人民币27,816亿元，同比降低1.8%，主要归因于石油、石化产

品价格下跌。

下表列示了本公司2014年和2013年的主要外销产品销售量、平均实现价格以及各自的

变化率。

销售量

(

千吨

)

平均实现价格

(

人民币元

/

吨

、

人民币

元

/

千立方米

)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变化率

(%)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变化率

(%)

2014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3

年

原油

8,864 7,604 16.6 4,008 4,253 (5.8)

中国

8,780 7,582 15.8 4,001 4,252 (5.9)

海外

84 22 281.8 4,691 4,678 0.3

天然气

（

百万立方米

）

16,661 15,907 4.7 1,589 1,336 18.9

汽油

64,083 59,482 7.7 8,339 8,498 (1.9)

柴油

102,724 99,855 2.9 6,647 7,050 (5.7)

煤油

21,845 20,162 8.3 5,710 6,116 (6.6)

基础化工原料

27,277 25,838 5.6 6,151 6,870 (10.5)

合纤单体及聚合物

6,479 6,856 (5.5) 7,223 8,167 (11.6)

合成树脂

11,584 10,696 8.3 9,684 9,631 0.6

合成纤维

1,430 1,488 (3.9) 9,436 10,356 (8.9)

合成橡胶

1,205 1,346 (10.5) 10,554 12,214 (13.6)

化肥

598 1,129 (47.0) 1,686 1,698 (0.7)

本公司生产的绝大部分原油及少量天然气用于本公司炼油、化工业务，其余外销给予

其他客户。 2014年，外销原油、天然气及其他上游产品营业额为人民币696亿元，同比增长

14.3%，主要归因于原油销量增长以及天然气销量和价格增长。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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