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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股东函
尊敬的各位股东：
康菲石油公司在多年商业模式转型的过程中积蓄
了强大动能。即便能源行业处于动荡期，我们
仍以优异的股东回报，强势领跑行业挺进 2020
年。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年，能源
行业乃至全球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得益于我们的战略主张，康菲石油抵住了经济下
行的严峻压力。尽管面临史无前例的困境，我们
却依旧坚韧，专注于产生灵活的现金流，保持强
劲的资产负债表，延续我们可观资本回报率的承
诺，并持续在环境、社会及治理 (ESG) 等领域
展现公司的表率作用。我们相信，这一战略主
张，是运营能源行业上游业务的关键。秉承这
一信念，我们把握良机，在 2021 年 1 月完成的
交易中实现了对康乔资源公司 (Concho Resources
Inc.) 的收购。两家一流公司强强联手，将使
我们在业内具有独特的领导优势，引领结构性
变革；与此同时我们也相信，这对留住原有投
资者、吸引新投资者至关重要。
面对挑战，迎难而上

这一年里，我们将员工健康放在首位，在企业
运营中推进切实可行的灵活办公方式，延续财

务上的优势表现，并安全稳妥地完成了基础业
务。对于员工的辛勤努力，我们深表感激。员
工们同心协力，克服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回首这一年大家的工作表现，我们深感自豪，
也满怀敬意。现场作业人员的表现尤其值得一
提。即便面临近年来最艰巨的作业条件，他们
仍以令人叹服的毅力和奉献精神，不折不扣地
完成业务计划，同时创造了公司史上最佳年度
人身安全记录。
执行业务计划，推进两家一流公司顺利合并
2020 年的灵活表现，使我们得以有序管理现
金流，持续地产生价值。第二、第三季度中，
我们根据明确的经济条件，缩减了相当一部分
产量，引领行业发展。我们完成了几项重要部署，
在挪威取得两个重大发现，在蒙特尼 (Montney)
购入了大片高价值土地，并通过全球业务部
门推进了许多关键项目。 2020 年，我们的资产
负债表仍然强劲，与此同时，我们践行承诺，
将 生 产 经 营 所 产 生 现 金 流 的 30% 以 上 回 报 给
股东。

应对新冠疫情

在新冠疫情蔓延之初，我们制定了三项优先
要务：保护我们的员工、减少病毒传播，并安全
运营公司业务。我们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制，
同时制定内部规定，以推进疫情期间的有效
管理，其中包括：
• 启动一支遍及全球的危机管理支持团队 (Crisis
Management Support Team)。
• 定期与员工沟通，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灵活性，
包括授权远程工作，以应对疫情带来的独特
挑战。
• 实施严格的卫生消杀程序，确保工作场所的
安全。

2020 年公司业务的成功运行使我们在收购康乔资
源公司 (Concho Resources Inc.) 时处于优势地位，
这是我们转型历程中又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康菲
石油公司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独立油气公司，
日产量达 150 万桶。康乔资源公司二叠纪盆地的
资产在业内具有顶尖优势，康菲石油公司一流的
多样化资产组合则遍及全球，强强联手使我们的
资产规模和质量都远超同行。为确保收购成功，
我们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架构，负责监督合并事宜，
实现符合预期的交易价值。 2021 年 1 月中旬，
完成收购后的短时间内，公司价值已然超过我
们彼时对合并公司的预期。

蓝睿谙 (Ryan M.
Lance) 在新冠疫
情安全方案讨论
中发言。

“对于员工的辛勤努力，我
们深表感激。员工们同心
协力，克服了诸多前所未
有的挑 战。回首这一年
大 家的工作 表 现，我们
深感自豪，也满怀敬意。”

根 据 当 地 的 新 冠 疫 情 情 势 ， 我 们 结 合 SPIRIT
价值观迅速作出应对。我们要求现场作业人员
每天自我评估健康状况；为提供进一步保护，
情况允许时，我们实施了差旅限制，并为必要
的差旅出行制定额外的安全规定。
我们审慎地调整了特定业务的占比，以尽可能
减少健康风险，保持有效的社交距离。尽管许
多办公室员工长期远程办公，但都保证了工作
的高效。疫情有所好转后，总部根据各个国家、
州和地区疫情防控指南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办公室员工按照计划分
批回到工作岗位。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在阻止
新冠疫情蔓延、减少疫情对业务的影响与冲击

方面卓有成效。当然，撰写本文时，疫情影响
仍在持续。为保证业务有序运行，我们将继续
执行并及时更新疫情期间的工作计划，保证公
司运营的连续性。
此外，对业务所在社区，除原有的公益捐赠外，
我们还提供了额外的疫情援助。我们为当地医院
和一线应急人员捐赠了价值 130 多万美元的应
急物资、食品和医疗用品。
康菲石油公司全体员工向受到疫情影响的人们
致以最深刻的关切。此外，对于帮助我们应
对这场旷日持久的全球卫生危机的各方伙伴，
我们在此表达诚挚的感谢。

放眼未来
2020 年，我们还面临着诸多挑战。除了在财务
上延续强劲表现，行业利益相关方对我们在应
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表现也有所期许。多年来，
康菲石油公司始终如一地践行着企业社会责
任，我们做出了与价值主张密切相关的三项郑
重承诺：通过投资低成本资源，为全世界人民
提供负担得起的优质能源；创造有竞争力的财务
业绩；并展现公司在环境、社会及治理 ( ESG)
等领域的表率作用。

2020 年 10 月，康菲石油公司成为第一家采用
与《巴黎协定》一致的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战略的
美国油气公司，我们的具体目标包括：
• 2050 年前，公司运营项目总排放实现净零排
放（范围 1 和 2），并通过我们在气候领导
委员会 ( Climate Leadership Council) 的委员身
份，倡导美国通过碳价格解决终端客户 (范围 3)
的排放问题。

• 强化我们实施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承诺。2030
年前，所有运营项目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
35% 到 45%。
• 支持世界银行《 2030 年零常规排放倡议》(Zero
Routine Flaring by 2030)，争取在 2025 年前实
现这一目标。
• 在高管和员工的薪酬计划中引入环境、社会及
治理 ( ESG) 绩效指标。
2020 年，我们面临诸多不可预料的挑战，得益
于我们的明智举措，我们成功渡过了难关。
尽管当前部分挑战仍然存在，我们将以全新的势
头向 2021年进发。我们相信，这股冲劲将帮助康
菲石油公司继续长踞行业领导地位。

感谢各位股东对康菲石油公司的一贯支持。

蓝睿谙（ Ryan M. Lance）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21 年 2 月 16 日

鼓励多元、倡导包容

康菲石油公司致力于打造真正多元包容的文化，
让每位员工的价值都得到尊重。尽管 2020 年里，
公司面临不少业务冲击，但在鼓励多元、倡导
包容的工作方面，我们取得了有目共睹且具有
意义的进展。其中，我们：
• 实现了多元化与包容性委员会 ( D&I Council)
领导团队的多元化。
• 发布了全球和美国员工未来五年人员结构的
内部趋势统计数据。
• 面向全公司员工发布了一份多元化与包容性问
卷调查，以确定该领域未来发展的优先事项。
此外，我们还将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加入了
美国带薪假期安排中，公司总部升起彩虹旗帜
鼓励性少数 ( LGBT) 群体平权运动，我们还采取

行动将多元化与包容性指标纳入绩效反馈和晋
升流程中。
这些仅仅是初步的尝试，我们意识到鼓励多元、
倡导包容的工作仍旧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在
2020 年取得的进展有利于我们重新聚焦多元化
与包容性在公司业务运行中的作用，激发了我们
为这一公司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努力的决心。

董事会

康菲石油公司

（2021 年 2 月 16 日资料）

查尔斯 • 邦奇（Charles E. Bunch）
PPG 工业公司（PPG Industries, Inc.）
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卡洛琳 • 莫里 • 迪瓦恩
（Caroline Maury Devine）
埃克森美孚挪威分公司（Norwegian
affiliate of ExxonMobil）前总裁兼董事总
经理
约翰 • 法拉奇（John V. Faraci）
国际纸业公司（International Paper
Company）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乔迪 • 弗里曼（Jody Freeman）
哈佛法学院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学教授

海军上将威廉 • 麦克雷文
（William H. McRaven）
退役美国海军四星上将（海豹突
击队）
沙尔米拉 • 莫利根
（Sharmila Mulligan）
阿特利克斯（Alteryx）首席战略官

康菲石油公司的《资料简报》
详细介绍了公司六个业务部门
的运营进展。公司每年对《资
料简报》进行更新，请参考此
网址：www.conocophillips.com/
factsheets。

埃里克·马林斯（Eric D. Mullins）
石灰岩资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阿尔琼 • 默提（Arjun N. Murti）
华平投资集团（Warburg Pincus）
高级顾问

盖伊 • 休伊 • 埃文斯（Gay Huey Evans）
，
荣获英帝国勋章
伦敦金属交易所主席

罗伯特 • 尼布洛克
（Robert A. Niblock）
劳氏公司（Lowe’s Companies, Inc.）
前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杰弗里 • 乔瑞斯（Jeffrey A. Joerres）
万宝盛华集团（ManpowerGroup Inc.）
前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大卫 • 西顿（David T. Seaton）
福陆公司（Fluor Corporation）
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蓝睿谙（Ryan M. Lance）
康菲石油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艾尔 • 沃克（R.A.Walker）
阿纳达科石油公司（Anadarko
Petroleum Corporation）
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蒂莫西 • 利奇（Timothy A. Leach）
康菲石油公司执行副总裁，Lower 48

《资料简报》

《可持续发展报告》
康菲石油公司每年发布的
《可持续发展报告》提供了有
关公司优先报告问题的详细信
息、首席执行官的一封信以
及关键的环境、社会及治理
(ESG) 指标。该报告已在 2020 年
6 月完成更新，请参考此网址：
www.conocophillips.com/susdev。

高管领导团队
（2021 年 2 月 16 日资料）

蓝睿谙（Ryan M. Lance）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马特 • 福克斯（Matt J. Fox）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威廉 • 布洛克（William L. Bullock, Jr.）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安德鲁 • 伦德奎斯特
（Andrew D. Lundquist）
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
多米尼克 • 麦克隆
（Dominic E. Macklon）
战略与技术高级副总裁

蒂莫西 • 利奇（Timothy A. Leach）
执行副总裁，Lower 48

尼古拉斯·奥尔兹
（Nicholas G. Olds）
全球运营高级副总裁

艾伦 • 迪桑克提斯（Ellen R. DeSanctis）
企业关系高级副总裁

凯莉 • 罗斯（Kelly B. Rose）
法务和法律总顾问高级副总裁

本年报中的某些披露可能会被视为“前瞻性”的说明。这些内容是根据 1995 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中之“安全港”条款所做。
康菲石油公司 2020 年 10-K 表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内的“警示声明”部分应结合这些说明加以解读。
在本年报中交替使用的“康菲石油公司”、“本公司”、“我们”或“我们的”等词语均指康菲石油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业务。
针对美国投资者的警示说明 –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准许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其向 SEC 提交
的文件中仅披露探明储量、控制储量及预测储量。在该年报中我们使用了“资源”一词，而 SEC
的指导方针禁止我们将该词使用于提交给SEC的文件之中。敦请美国的投资者密切关注我们在
10-K 表以及向 SEC 提交的其他报告和文件中所做的石油与天然气披露资料。您可从 SEC 以及康菲
石油公司网站上获取资料副本。

《气候相关风险管理报告》
《气候相关风险管理报告》
包括我们首席执行官的一
封信，以及我们的治理框
架、风险管理方法、战略
以及气候相关问题的关键
指标和目标。请参考此网
址 ： www.conocophillips.com/
climatechange。

二叠纪盆地的日出。二叠纪盆地是世界上最大
的在产油田，在收购康乔资源公司后，它也并
入了康菲石油公司不断扩张的油田版图。两家
公司强强联手，是我们领导能源行业迈向新纪
元的大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