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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變動 
%

營業額 2,754,084 �,���,��� ��.�%

銷售管道燃氣 2,007,110 �,���,��� ��.�%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 546,378 ���,��0 ��.�%

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166,431 ���,��� ��.�%

毛利
（毛利率）

648,612
(23.6%)

���,���
(��.�%)

��.�%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 226,021 ��,��� ���.�%

每股盈利
 基本
 攤薄

9.05港仙
9.01港仙

�.��港仙
�.��港仙

���.�%
���.0%

EBITDA 523,82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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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謹代表中裕燃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本年度」）錄得整體上令人鼓舞之年度業績。本集團天然氣業務於本年度繼續穩定
發展。二零一二年之營業額約為�,���,0��,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之�,���,���,000港元
大幅增長��.�%。該可觀收益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順流燃氣
分銷業務持續拓展所致，包括銷售管道燃氣、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以及經營壓縮天
然氣（「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業務回顧

過去一年對本集團而言，實屬挑戰與收穫並存的一年。本公司已成功於二零一二年七月
十一日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轉往聯交所主板上市（「轉板上市」），新股份代
號為「����」。轉板上市不僅提升本集團之企業形象及增加股份之買賣流量，亦有助提高
本公司融資靈活性，從而為其未來成長及業務發展作準備。

二零一二年中國經濟持續穩步增長，西氣東輸項目第二管道網絡於二零一一年年中開始
大規模供應天然氣，內需及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相應推動管道燃氣之銷售額增長。此
外，由於中國河南及山東省城市化持續推進及經濟表現相對強勁，住宅用戶及商業客戶
對天然氣之需求於本年度亦穩定增長。因此，本集團二零一二年滲透率及順流燃氣之銷
量達到���,0��,000立方米，較二零一一年之���,���,000立方米大幅增加��.�%。

自二零零九年以來中國一直為全球最大汽車市場。可支配收入增加及城市化進程加快持
續促進中國汽車消費增長，進而帶動對天然氣及壓縮天然氣（「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需
求。於本年度，本集團三個新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投入運營，令本集團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總數增至��個。本集團相信，建設壓縮天然氣加氣站將為本集團垂直式綜合價值鏈的進
一步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並預期未來數年會增加此方面的投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本集團仍有七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正在建設中。其中，為提高市場份額，本集
團已計劃於二零一三年將中國六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投入營運，進而擴大本集團收益基
礎及利潤增長空間。餘下新壓縮天然氣加氣站預期將於二零一四年投入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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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接獲河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河南發改委」）發
出的《關於河南省管道天然氣價格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根據通知，逆流業務與住
宅用戶天然氣售價間建立價格調整聯動機制（「價格調整聯動機制」）。董事認為，價格調
整聯動機制有助於本集團將燃氣採購成本增幅轉嫁予住宅用戶並提高其利潤率。

於本年度，本集團逐步擴大其市場份額以促進未來發展。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鄭州泰浦商貿有限公司（「鄭州泰浦」）與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裕（河南）能源控股有限
公司（「中裕（河南）」）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中裕（河南）將收購上海宣閩能源投資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宣閩」）之全部股權。上海宣閩現時擁有邵武市宣燃天然氣有限公司之
全部股權，而該公司已從地方當局獲得特許經營權，以在中國邵武市經營銷售及分銷天
然氣。為期�0年的特許經營權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獲授獨家經營。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鄭州東信鋁業有限公司（「鄭州東信」）與中裕（河南）訂立股權轉
讓協議，據此，鄭州東信已同意向中裕（河南）轉讓其持有南京晶橋能源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南京晶橋」）之全部股權。南京晶橋主要於中國南京晶橋鎮從事天然氣儲量及相關管
道基建項目之建設業務。南京晶橋從地方當局獲得特許經營權，以在中國南京晶橋鎮經
營銷售及分銷天然氣及壓縮天然氣加氣站。為期�0年的特許經營權乃自二零一零年六月
二十一日起授出，屬獨家經營。

此外，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四日，中裕（河南）與鄭州大田投資有限公司（「鄭州大田」）、
葉建斌（「葉建斌」）及卓雲震（「卓雲震」）就中裕（河南）擬向武夷山市中閩天然氣有限公司
（「武夷山中閩」）之註冊資本注資訂立注資協議。緊隨注資協議完成後，武夷山中閩成為
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武夷山中閩就獲取武夷山市人民政府授出之獨家權利進
行競標，以於武夷山市參與建設及經營管道天然氣項目。武夷山中閩已獲地方政府批准
為合資格參與者。於本公佈日期，當地政府正開展整體城市及城市燃氣規劃。於上述規
劃完成後，武夷山中閩計劃就二零一三年項目向地方政府遞交投標書。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本公司榮獲《資本壹週》(Capital Weekly)頒發的「二零一二年
傑出上市企業大獎」，該獎項是對中裕燃氣在企業管治、投資者關係，股東回報、企業策
略及社會責任等各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以及本公司近年來的突出業務表現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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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對於未來前景充滿信心，因預期中國天然氣市場之穩定增長得以維持。內地有利
的營商環境及由持續城市化與汽車消費增加帶動之管道燃氣需求增加亦將有助於推動增
長。於未來，本集團將擴展順流天然氣分銷，尤其著重於高利潤工商業客戶及加氣站業
務，以提升目前業務所在地區之滲透率。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底投入運營之西氣東輸項目二線為中國河南省偃師市提供穩定的管道
天然氣供應。因此，本集團於偃師市項目的管道燃氣供應量將大幅提高，有利於本集團
與更多終端用戶建立業務聯繫，繼而增加本集團營業額，於近期擴闊其盈利基礎。

根據中國「十二五」計劃（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預計二零一五年年度燃氣內銷量將
達�,�00億立方米，佔一次能源組合的�.�%。現時，中國年度燃氣需求約達�,000億立方
米。中國實施優惠政策及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將持續推動燃氣內需增長，並支持本集團
穩定拓展總體業務水平。

除垂直式綜合策略外，本集團正謹慎尋找合適的投資機會。憑藉我們穩健的財務狀況，
以及順流項目所產生的穩定現金流入，我們相信可策略性增加我們的市場滲透率。我們
相信中裕燃氣定位良好，能掌握中國經濟復甦的機遇，擴大股東的回報。

最後，本人對管理隊伍及員工所作出之努力及貢獻深表感謝。本人亦藉此機會感謝股東
及客戶一直以來對本集團的鼎力支持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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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裕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i)投
資、營運及管理城市天然氣管道基建設施以及向住宅、工業及商業用戶分銷管道燃氣；
(ii)建設及經營壓縮天然氣（「壓縮天然氣」）汽車加氣站；及(iii)煤層氣（「煤層氣」）之勘探、
開採及開發。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2,754,084  �,���,���
銷售成本  (2,105,472 ) (�,���,��� )    

毛利  648,612  ���,���
其他收益及虧損 � 7,050  (��,�0� )
其他收入 � 22,180  ��,���
銷售及分銷成本  (45,990 ) (��,��� )
行政開支
 －一般行政開支  (187,484 ) (���,��0 )
 －按股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  (��,��� )
研發成本  (1,288 ) (�,��� )
融資成本 � (32,513 ) (��,��� )    

除稅前溢利  410,567  ���,�0�
所得稅開支 � (129,013 ) (��,��� )    

年內溢利 � 281,554  ���,�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14,388  ��,0��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295,942  ���,���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26,021  ��,���
 非控股權益  55,533  ��,��0    

  281,554  ���,�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40,152  ���,���
 非控股權益  55,790  ��,���    

  295,942  ���,���    

每股盈利 ��
 基本  9.05港仙  �.��港仙    

 攤薄  9.01港仙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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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7,589  �,��0
 物業、廠房及設備 �� 1,955,577  �,���,�0�
 商譽  110,261  �0�,0��
 其他無形資產 �� 478,521  ���,���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按金 �� 84,080  ��0,���
 預付租金  178,072  ���,���
 可供出售投資  3,738  �,���    

  2,817,838  �,�0�,���    

流動資產
 存貨 �� 74,409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155,990  ���,���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 114,170  ��0,���
 預付租金  5,473  �,���
 合約工程應收客戶款項 �� 13,562  –
 抵押銀行存款  18,689  ��,���
 銀行結餘及現金  348,570  ���,���    

  730,863  ���,���    

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及已收墊款 �� 242,951  ���,���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 248,517  ���,���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 203,369  ���,���
 合約工程應付客戶款項 ��  10,369  ��,���
 銀行借款  660,852  ���,���
 應付稅項  51,647  ��,���    

  1,417,705  �,���,���    

流動負債淨值  (686,842 )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130,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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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 25,240  ��,���
 儲備  1,364,995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90,235  �,0��,���
非控股權益  171,227  ��0,���    

權益總額  1,561,462  �,���,��0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及已收墊款 �� 25,372  ��,���
 銀行借款  525,181  ���,���
 遞延稅項  18,981  ��,00�    

  569,534  ���,0��    

  2,130,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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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購股權  物業重估    法定盈餘    累計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  換算儲備  （虧損）溢利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0  ���,���  –  �,���  �,���  ��,���  ���,�0�  (��,��� ) ���,���  ���,0��  �0�,�0�                     

年內溢利 –  –  –  –  –  –  –  ��,���  ��,���  ��,��0  ���,�0�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  ��,���  –  ��,���  �,���  ��,0��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  ���,���  ��,���  ���,���                     

轉撥至法定盈餘儲備 –  –  –  –  –  �0,0��  –  (�0,0�� ) –  –  –
確認按股權結算以股份
 支付之款項 –  –  ��,���  –  –  –  –  –  ��,���  –  ��,���
配售事項發行之股份
 （附註��） �,��0  ���,���  –  –  –  –  –  –  ���,���  –  ���,���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0�� ) –  –  –  –  –  –  (�,0�� ) –  (�,0�� )
行使購股權 �0�  ��,���  (�,��� ) –  –  –  –  –  ��,���  –  ��,���
附屬公司派付予非控股
 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0,��� ) (�0,���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
 額外權益（附註�0） –  –  –  –  (�,��� ) –  –  –  (�,��� ) (��,��� ) (�0,��� )
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
 額外注資 –  –  –  –  –  –  –  –  –  �,���  �,���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  �,���  �,0��  ��,���  ���,���  �,���  �,0��,���  ��0,���  �,���,��0                     

年內溢利 –  –  –  –  –  –  –  ���,0��  ���,0��  ��,���  ���,���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  ��,���  –  ��,���  ���  ��,���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0��  ��0,���  ��,��0  ���,���                     

轉撥至法定盈餘儲備 –  –  –  –  –  ��,���  –  (��,��� ) –  –  –
行使購股權 �,���  ��,00�  (��,��� ) –  –  –  –  –  ��,���  –  ��,���
附屬公司派付予非控股
 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 (��,��� )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0  ���,0��  ��0  �,���  �,0��  ��,���  ���,�0�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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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前，其他儲備指向和眾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當時最終控股公司）收購
中國城市燃氣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及中國城市燃氣建設控股有限公司所產生之收購折讓值經
由本集團入賬為一筆視為出資，並計入其他儲備內。其他儲備亦包括視為收購漯河中裕燃
氣有限公司權益而產生之本集團應佔資產淨值增加。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收購臨沂山林燃氣有限公司（「臨沂山林」）額
外權益而令本集團已付代價與實際持有額外權益之賬面值產生之差額�,���,000港元已自其
他儲備中扣除。收購詳情載於附註�0。

(b) 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公司組織章程列明，附屬公司每
年可把年度溢利�0%（按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撥至法定盈餘儲備，直至餘額達到實收資
本�0%。法定盈餘儲備只可用於彌補損失、資本化為實收資本及擴大生產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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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利 410,567  ���,�0�
 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5,774  ��,���
  按股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0,187  �,���
  預付租金攤銷 4,780  �,�0�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2,898 ) �,���
  呆賬撥備（撥備撥回）淨額
   －貿易應收賬款 58  ���
   －其他應收賬款 (192 ) �,���
  已確認合約工程應收客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3,083 ) (�,��� )
  已確認其他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淨額 –  �,���
  利息收入 (3,125 ) (�,��� )
  融資成本 32,513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935 ) (�� )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513,646  �0�,���
存貨增加 (8,542 ) (�0,���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增加 (14,667 ) (��,��0 )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少（增加） 95  (��,��� )
合約工程應收客戶款項（增加）減少 (10,479 ) �,�0�
遞延收入及已收墊款增加 43,981  ��,���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減少）增加 (27,194 ) �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增加 30,785  �0,���
合約工程應付客戶款項減少 (3,492 ) (�0� )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 524,133  ���,���
已收利息 3,125  �,���
已付所得稅 (102,952 ) (��,��� )
已付預扣稅 (8,334 ) (�,��� )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415,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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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88,325 )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621  �,�0�
 出售預付租金所得款項  3,119  –
 提取已抵押銀行存款  15,893  �,000
 存放已抵押銀行存款  –  (��,�0� )
 添加之預付租金  (38,477 ) (�0,0�� )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而收購資產及負債 �� (331,144 ) –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按金  (158,598 ) (��0,��� )
 購置無形資產  (9,282 ) (�,��0 )
 可供出售投資增加  –  (��� )
 應收貸款減少（增加）  19,888  (��,��� )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683,305 ) (��0,��� )    

融資活動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0 –  (��,��� )
 已付利息  (72,479 ) (��,��� )
 償還股東貸款  –  (��0,��� )
 新增借款  776,601  ���,���
 償還借款  (476,203 ) (���,��0 )
 配售事項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  ���,���
 就配售事項發行股份而支付之交易成本  –  (�,0�� )
 行使購股權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61,642  ��,���
 附屬公司派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25,262 ) (�0,��� )
 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注資  –  �,���    

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264,299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3,034 ) (�,0�� )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1,275  ���,���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329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348,5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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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本集團首次於本年度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按照
該修訂，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投資物業」以公平值模型計量之投資物業，於計量遞延
稅項時假定可從出售中悉數收回，惟於若干情況下該假定被駁回除外。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修訂本）須追溯應用。

本集團採用公平值模型計量其投資物業。由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本公司
董事已審閱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並斷定，本集團投資物業之商業模式為持有所有投資物
業以隨著時間推移而非透過出售消耗投資物業包含之絕大部分經濟利益。因此，有關本集
團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已根據透過使用悉數收回賬面值之稅務結果計量。

由於本集團先前根據物業之全部賬面值乃透過使用而收回之基準於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確認遞延稅項，故本公司董事認為應用上述修訂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於本年度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其他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
及狀況及╱或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事項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強制生效日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過渡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之權益：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投資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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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詮釋第�0號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於二零零九年頒佈）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號（於二零一零年經修訂）包括有關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之規定及終止確認之
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主要規定乃詳述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按
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目的是收取合約現金流之業務模式內所持有及純粹
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而擁有合約現金流之債務投資，一般於其後會計期間
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於其後報告期結束時均按公平
值計量。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實體可以不可撤回地選擇於其他全面
收益呈列股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之其後公平值變動，而一般僅於損益內確認股息收
入。

• 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計量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規定該
負債信貸風險變動應佔之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金額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除非於其他
全面收益確認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影響會導致或擴大於損益之會計錯配。金融負債信
貸風險變動應佔之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號，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之全部金額於損益確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允許提前應
用。

本公司董事預期，日後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將影響本集團之可供出售投資之分類及
計量，但不會影響本集團之其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完成詳細審閱前就該影響提供合
理估計並不可行。



- ��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設立有關公平值計量及公平值計量披露的單一指引。該準則界定
公平值、設立計量公平值的框架以及有關公平值計量的披露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號的範圍廣泛，其應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計量及有關公平值計量
披露的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特定情況除外。整體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號所載的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所規定者更為全面。例如，現時僅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號「金融工具：披露」項下的金融工具的三級公平值等級的量化及定性披露將藉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號加以擴展，以涵蓋該範圍內的所有資產及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容許提早
應用。本公司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會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的綜合財務報
表內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而該應用或會影響綜合財務報表內所呈報的金額，並
導致綜合財務報表內更全面的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引入全面收益表及收益表之新專門用
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全面收益表」乃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而「收益表」則更名為「損益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保留可於一個單一報表內或
於兩個獨立而連續之報表內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之選擇權。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修訂本）規定其他全面收入項目將分為兩類：(a)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及(b)
於滿足特定條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
配－該等修訂本並無更改以除稅前或扣除稅項後之方式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選擇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將由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應用。於日後會計期間應用該等修訂
時，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將作出相應修改。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
大影響。

2. 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
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當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於各報告期末乃按公平值計量（如下文會
計政策所闡釋）。歷史成本一般按資產交換之代價公平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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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減折扣及相關稅
項。有關本集團本年度營業額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管道燃氣 2,007,110  �,���,���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 546,378  ���,��0
經營壓縮天然氣（「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166,431  ���,���
銷售液化石油氣 29,667  �0,���
銷售火爐及相關設備 4,498  �,���    

 2,754,084  �,���,���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執行董事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彼等共同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策略性決策。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投資、營運及管理城市天然氣管道基建設施以及向住宅、工業及商
業用戶分銷管道燃氣；建設及經營壓縮天然氣汽車加氣站及煤層氣之勘探、開採及開發。
本集團近乎所有可識別資產皆位於中國。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匯報
之資料主要集中在產品或服務種類上。每類產品或服務皆由本集團內之獨立業務單位所管
理，而各獨立業務單位之表現皆獲獨立評估。在設定本集團之呈報分部時，主要營運決策
者並無將所識別之經營分部彙合。因此，本集團之經營及呈報分部如下：

(a） 銷售管道燃氣

(b）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

(c） 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d） 銷售液化石油氣

(e） 銷售煤層氣（「煤層氣」）

(f） 銷售火爐及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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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經營及呈報分部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燃氣管道  經營壓縮
 銷售  建設之  天然氣  銷售液化    銷售火爐及
 管道燃氣  接駁收益  加氣站  石油氣  銷售煤層氣  相關設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2,007,110  546,378  166,431  29,667  –  4,498  2,754,084
             

分部溢利（虧損） 177,442  297,648  19,282  (62 ) (9,568 ) (270 ) 484,472
           

利息收入及其他收益             6,681
中央企業開支             (48,073 )
融資成本             (32,513 )             

除稅前溢利             410,567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燃氣管道  經營壓縮
 銷售  建設之  天然氣  銷售液化    銷售火爐及
 管道燃氣  接駁收益  加氣站  石油氣  銷售煤層氣  相關設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  ���,��0  ���,���  �0,���  –  �,���  �,���,���
             

分部溢利（虧損） ��,���  �0�,��0  �,���  (�� ) (��,��� ) (��� ) ���,���
           

利息收入及其他收益             �,���
中央企業開支             (��,�0� )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溢利             ���,�0�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附註�所述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個分部賺取
之溢利╱蒙受之虧損，未經分攤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酬、購股權開支、銀行利息收入及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此乃為向主
要營運決策者呈報的計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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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按經營及呈報分部之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燃氣管道  經營壓縮
 銷售  建設之  天然氣  銷售液化    銷售火爐及
 管道燃氣  接駁收益  加氣站  石油氣  銷售煤層氣  相關設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2,887,262  78,223  114,385  25,254  2,419  6,212  3,113,755
投資物業             7,589
可供出售投資             3,738
企業用建築物             39,123
企業用預付租金             3,588
已抵押銀行存款             18,689
銀行結餘及現金             348,570
其他資產             13,649             

綜合資產             3,548,701
             

負債
分部負債 514,566  175,907  9,425  19,883  –  5,208  724,989
應付稅項             51,647
銀行借款             1,186,033
遞延稅項負債             18,981
其他負債             5,589             

綜合負債             1,987,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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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燃氣管道  經營壓縮
 銷售  建設之  天然氣  銷售液化    銷售火爐及
 管道燃氣  接駁收益  加氣站  石油氣  銷售煤層氣  相關設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  �0,���  ��0,0��  ��,0��  �,���  �,���  �,���,���
投資物業             �,��0
可供出售投資             �,���
企業用建築物             ��,���
企業用預付租金             �,���
已抵押銀行存款             ��,���
銀行結餘及現金             ���,���
其他資產             �,0��             

綜合資產             �,���,���
             

負債
分部負債 ���,���  ���,���  �,���  ��,���  –  �,���  ���,��0
應付稅項             ��,���
銀行借款             ���,0�0
遞延稅項負債             ��,00�
其他負債             �,�0�             

綜合負債             �,�0�,���
             

為監控分部表現及在呈報分部間分配資源：

• 除投資物業、可供出售投資、企業用建築物及預付租金、若干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
應收賬款、已抵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及現金之外，所有資產獲分配予經營分部。

• 除應付稅項、若干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銀行借款及遞延稅項負債之外，所有負
債獲分配予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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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二零一二年

   燃氣管道  經營壓縮
 銷售  建設之  天然氣  銷售液化    銷售火爐及
 管道燃氣  接駁收益  加氣站  石油氣  銷售煤層氣  相關設備  分部總額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包括於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
 之計量之金額：

增資 520,501  –  8,250  68  321  –  529,140  2,319  531,459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收益）虧損 (2,902 ) 4  –  –  –  –  (2,898 ) –  (2,898 )
預付租金攤銷 3,712  –  1,068  –  –  –  4,780  –  4,78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5,349  –  3,210  2,686  1,486  –  62,731  3,043  65,774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7,829  –  2,358  –  –  –  10,187  –  10,187
已確認合約工程應收客戶
 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  (3,083 ) –  –  –  –  (3,083 ) –  (3,083 )
呆賬撥備（撥備撥回）淨額 58  –  –  –  –  –  58  (192 ) (134 )
研發成本 –  –  –  –  1,288  –  1,288  –  1,288

定期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
 惟並無包括於分部損益
 之計量之金額：

所得稅開支 –  –  –  –  –  –  –  129,013  12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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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燃氣管道  經營壓縮
 銷售  建設之  天然氣  銷售液化    銷售火爐及
 管道燃氣  接駁收益  加氣站  石油氣  銷售煤層氣  相關設備  分部總額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包括於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
 之計量之金額：

增資 �0�,���  –  �,���  �,���  �,���  –  ���,���  �,���  ���,���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之虧損 ��  –  –  –  �,���  –  �,���  –  �,���
預付租金攤銷 �,���  –  ���  –  –  –  �,�0�  –  �,�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  �,���  �,�0�  �,0��  –  �0,���  �,���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  –  �,�0�  –  –  –  �,���  –  �,���
已確認合約工程應收客戶
 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  (�,��� ) –  –  –  –  (�,��� ) –  (�,��� )
呆賬撥備淨額 ���  –  –  –  –  –  ���  �,���  �,���
研發成本 –  –  –  –  �,���  –  �,���  –  �,���
已確認其他無形資產之減值
 虧損淨額 –  –  �,���  –  –  –  �,���  –  �,���

定期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
 惟並無包括於分部損益
 之計量之金額：

所得稅開支 –  –  –  –  –  –  –  ��,���  ��,���
                 

地區資料

本集團於兩個年度之所有營業額均來自中國。

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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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相關年度來自佔本集團銷售總額�0%以上之客戶之收益載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326,895  不適用�

    

� 銷售管道燃氣之收益。
� 相關收益並無佔本集團之銷售總額�0%以上。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呆賬（撥備）撥回撥備淨額
 －貿易應收賬款 (58 ) (��� )
 －其他應收賬款 192  (�,��� )
匯兌收益 –  ���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935  ��
已確認其他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淨額 –  (�,��� )
已確認合約工程應收客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淨額（附註） 3,083  �,���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淨額 2,898  (�,��� )    

 7,050  (��,�0� )    

附註： 已確認合約工程應收客戶款項之減值虧損於結付有關金額時撥回。

6. 其他收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3,125  �,���
政府補助金（附註） 9,102  �,�0�
雜項收入 9,953  �,0��    

 22,180  ��,���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因推廣使用天然氣而自有關中國
政府獲得補助金�,�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授予本集團補助金
並無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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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62,880  ��,0��
 －超過五年 9,599  �,���
股東貸款利息 –  �,���    

借款成本總額 72,479  ��,���
減：於在建工程撥充資本之款項 (39,966 ) (��,��� )    

 32,513  ��,���    

本年度內已撥充資本之借款成本乃產生自一般性借款組合，按用於合資格資產的開支之
�.��%（二零一一年：�.��%）的年度資本化率計算。

8.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即期稅項 115,320  ��,���
 於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552  ���
就先前未確認之已派付股息徵收之預扣稅 4,252  �,0��    

 121,124  ��,���    

遞延稅項：
本年度 7,889  �,���    

 129,013  ��,���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於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

兩個年度的香港利得稅均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計算。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於兩個年度內均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於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獲豁免遵守
企業所得稅法，其後三年獲�0%寬免。根據中國之相關法律及法規，二零一一年乃取得稅項
優惠之最後一年。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上述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變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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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非中國納稅居民自中國附屬公司賺取
之溢利的已宣派股息須繳納預扣稅。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稅務機
關對海外集團實體已派之股息所徵收的預扣稅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
元）。

年內稅項開支與綜合全面收益表所列除稅前（虧損）溢利對賬如下：

 香港 中國 總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22,204 ) (��,��0 ) 432,771  ��0,���  410,567  ���,�0�
           

國內所得稅稅率 16.5%  ��.�%  25%  ��%
按當地所得稅稅率計算之稅項 (3,664 ) (�,��0 ) 108,193  ��,���  104,529  �0,���
就稅務而言不可扣減開支之
 稅務影響 443  �,���  3,938  �,���  4,381  �,���
就稅務而言毋須課稅收入之
 稅務影響 –  –  (1,804 ) (��� ) (1,804 ) (��� )
於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  1,552  ���  1,552  ���
未確認估計稅務虧損之稅務影響 3,221  �,���  4,801  �,���  8,022  �0,���
動用先前未確認之估計稅務虧損 –  –  (417 ) (�,��� ) (417 ) (�,��� )
按優惠稅率計算之所得稅 –  –  –  (��,��� ) –  (��,��� )
就先前未確認之已派付股息徵收
 之預扣稅 –  –  4,252  �,0��  4,252  �,0��
附屬公司未分配盈利之遞延稅 –  –  8,498  �,���  8,498  �,���            

年度稅項開支 –  –  129,013  ��,���  129,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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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內溢利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核數師酬金 1,804  �,��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10,187  �,���
預付租金攤銷 4,780  �,�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5,774  ��,���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包括退休福利計劃
 供款��,���,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 151,359  ���,��0
就租賃物業而言之經營租金 3,598  �,���
就以下各項存貨成本確認為支出：  
 燃氣管道建設合同支出 171,568  ���,00�
 就管道燃氣、液化石油氣及火爐設備銷售
  存貨成本確認為支出 1,634,658  �,00�,���   

 1,806,226  �,���,���

來自開銷極小之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 (610 ) (��� )
來自開銷極小之設備之總租金收入 (444 ) (��� )    

10. 股息

於二零一二年並無派付或擬派股息，自報告期末起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一年：
無）。

11.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即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年內溢利 226,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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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2,498,246  �,���,��0
具攤薄性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本公司發行之購股權（附註） 9,380  �0,���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507,626  �,���,���    

附註：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計及購股權的影響。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物業
 建築物  在建工程  裝修  管道  機器及設備  傢俬及裝置  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值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  ���,��0  ��,���  ��0,���  ���,���  �,���  ��,���  �,���,���
匯兌調整 �,��0  �,��0  �0�  ��,���  �,��0  ���  �,���  ��,���
添置 ��  ���,���  –  �,���  ��,���  �,0�0  ��,���  ���,���
出售╱撇銷 –  (�,��� ) –  –  (�,��� ) (��� ) (��� ) (�,�00 )
轉讓 �,0��  (���,��� ) –  ���,���  ��,0��  –  –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  ���,���  ��,���  �,�00,���  ���,���  �,�0�  ��,�0�  �,���,�0�
匯兌調整 �,���  �,�0�  ���  ��,�0�  �,���  �0�  ���  ��,���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收購
 資產（附註��） –  �,��0  –  –  �0�  –  �0�  �,���
添置 �,���  ���,��0  ���  �,�0�  ��,���  ��0  �,���  ���,�00
出售╱撇銷 –  –  –  (�� ) –  (� ) (�,��� ) (�,��� )
轉讓 ��,��0  (���,�0� ) –  ���,�0�  ��,���  –  –  –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  �,���,���  ���,���  �,���  ��,���  �,���,���               

折舊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  –  �,���  ��,���  ��,���  �,�0�  ��,���  ���,���
匯兌調整 �,0��  –  �0  �,���  �,���  ���  �,���  �,���
年內撥備 �,���  –  ���  ��,���  ��,���  ���  �,���  ��,���
於出售時撇銷 –  –  –  –  (��� ) (�� ) (��� ) (�,���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  –  �,��0  ��,��0  ��,�0�  �,���  ��,���  ���,�0�
匯兌調整 ���  –  ��  �,���  ��0  �0  ��0  �,���
年內撥備 �,���  –  ���  ��,���  ��,���  ��0  �,0��  ��,���
於出售時撇銷 –  –  –  (� ) –  (� ) (�,�0� ) (�,��� )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  ��,���  �,���  ��,���  ���,000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  �,��0,���  ���,0��  �,���  �0,���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  ���,���  ��,���  �,0��,���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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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建築物均屬中期租約，並位於中國。

上述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在建工程除外）乃以直線法折舊，而所採用之年率如下：

建築物 按�0年或餘下租約年期（以較短者為準）
租賃物業裝修 按餘下租約年期
管道 按�0年或有關公司之經營期間（以較短者為準）
機器及設備 �%至�0%
傢俬及裝置 �0%
汽車 �0%至��%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正就其價值�0,�0�,���港元之中國建築物向有關政府
機關領取所有權契約。董事認為，本集團於就中國建築物領取所有權契約時毋須產生額外
費用。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正就其價值��,���,000港元之中國建築物向有
關政府機關領取所有權契約，而該所有權契約已於二零一二年領取。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將賬面值分別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0�,000港元）及���,���,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無）之若干中國建築物及管道抵押，以為
本集團獲授之若干銀行借款提供擔保。

13. 其他無形資產

 開發成本  獨家經營權  其他經營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值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  �0�,���  ��0,���  ���,���
匯兌調整 �,���  �,���  �,���  ��,�0�
添置 –  �,��0  –  �,��0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  �0�,���  ���,�0�  ���,��0
匯兌調整 �0�  �,�00  �,0��  �,���
添置 –  �,���  –  �,���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收購資產（附註��） –  ���,���  –  ���,���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0,���  ���,0��       

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  ��,���  �0�,�00  ���,���
匯兌調整 �,���  ���  �,���  �,���
年內開支 –  �,���  �,�0�  �,���
已確認減值虧損淨額 –  –  �,���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  ��,���  ���,���  ���,���
匯兌調整 �0�  ���  ���  �,�0�
年內開支 –  �,���  �,���  �0,���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0  ���,���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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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成本指於中國勘探煤層氣所產生之成本，該成本於過往年度已全數減值。

獨家經營權指在河南省、山東省、福建省及江蘇省若干城市銷售及分銷管道燃氣，並按直
線法於介乎��至�0年期間內攤銷，此乃於有關城市獲授獨家經營權之期間。

其他經營權指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濟源裕聯壓縮氣有限公司（「濟源裕聯壓縮氣」）、漯河裕聯
壓縮氣有限公司（「漯河裕聯壓縮氣」）、三門峽裕聯壓縮氣有限公司（「三門峽裕聯壓縮氣」）
及南京裕聯壓縮氣有限公司（「南京裕聯壓縮氣」）所擁有之許可，可於濟源市、漯河市、三
門峽市及南京市經營十六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並按直線法於�0年內攤銷，此乃獲授經營
壓縮天然氣加氣站許可之期間。

本集團將就無形資產進行年度減值測試，或於無形資產有減值跡象時進行更頻密之測試。

就減值測試而言，無形資產之賬面值已獲分配至下列各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從事管道燃氣銷售（「A單位」）之附屬公司 423,165  �0,���
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C單位」） 55,356  ��,���
銷售煤層氣（「D單位」） 零  零

A單位之減值測試

A單位包括多個現金產生單位，代表從事銷售管道燃氣之不同附屬公司之營運。就減值測
試而言，管理層審閱各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以供與各自現金產生單位的賬面值進
行比較。A單位現金產生單位之賬面值總額包括無形資產���,���,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0,���,000港元）、商譽��,���,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物業、廠房及設備
�,���,���,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0港元）及預付租金��,���,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0,���,000港元）。各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乃使用下列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之假
設以使用價值計算各現金產生單位釐定：

現金流預測期限 五年（二零一一年：五年）
就管理層審批超逾�年期財務預算所推算之增長率 0.��%至�.��%（二零一一年：�%）
貼現率 ��%至��.�0%（二零一一年：��%）

該增長率乃根據相關行業增長預測而定，並無超過有關行業之平均長期增長率。使用價值
計算之另一主要假設為預算毛利率，其乃根據各現金產生單位之過往表現及管理層對市場
發展之預期釐定。於報告期末，A單位各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超過其賬面值，故毋
須作出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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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單位之減值測試

C單位包括多個現金產生單位，代表從事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不同附屬公司之營運。
就減值測試而言，管理層審閱各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以供與各自現金產生單位的
賬面值進行比較。C單位現金產生單位之賬面值總額包括無形資產��,���,000港元（二零一
一年：��,���,000港元）及物業、廠房及設備��,���,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
及預付租金��,���,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各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
乃使用下列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之假設以使用價值計算各現金產生單位釐定：

現金流預測期限 五年（二零一一年：五年）
就管理層審批超逾�年期財務預算所推算之增長率 0%（二零一一年：0%）
貼現率 ��%（二零一一年：��%）

預期並無增長率乃根據歷史數據而定。使用價值計算之另一主要假設為預算毛利率，乃根
據單位之過往表現及管理層對市場發展之預期釐定。

鑒於中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獲供給之天然氣不足，原本預計於二零一一年投入營運之C單
位一處燃氣站（「現金產生單位�」）已暫停營業且預期不會於短期內開始營運，故該燃氣站之
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將無法實現。因此，已確認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值
��,���,000港元。

自二零零九年起延遲營運後，C單位另一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現金產生單位�」）於二零
一一年開始營運，故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確認計入金額��,0�0,000港
元，即現金產生單位�先前確認減值虧損之部分撥回。

於報告期末，C單位各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與其賬面值相若，故認為毋須作出減值
虧損或減值虧損撥回。

D單位之減值測試

由於預期煤層氣商業投產之降水及排氣工程將會延遲，與D單位有關之未來經濟效益將不
太可能流入本集團。因此，管理層已就過往年度之開發成本之賬面值確認全數減值。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進行降水工程。管理層未能就在短期
內商業投產表明完成勘探工程之技術可行性。因此，D單位產生額外成本�,���,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000港元）已作為研發成本在損益內支銷。

14.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按金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0��,000元）
（相當於�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之按金已支付予一間供應商，以
收購建築物料，主要用作在河南省及山東省建造本集團之管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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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存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建築物料 68,849  �0,���
製成品 5,560  �,���   

 74,409  ��,���    

16.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批出平均�0日信貸期。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應收
票據介乎�0日至��0日（二零一一年：�0日至��0日）內到期。下列為於報告期末（與銷售管道
燃氣之各自收益確認日期及就建設合約之已進行工作之結算日期相近）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0天 136,360  ��,0��
��至�0天 186  ���
��至��0天 1  ��
���至��0天 547  ��   

貿易應收賬款 137,094  ��,���   

0至�0天 18,585  �0,���
��至��0天 311  ��,���   

應收票據 18,896  ��,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55,990  ���,���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包括就客戶之燃氣管道建設墊款予天然氣及建築材料供應
商達��,���,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之款項。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應收獨立第三方的應收貸款��,���,000港元按市場利率計息，並已於二零一二年悉數償
還。

應收貿易賬款為���,��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及應收票據為��,���,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既未過期亦無減值。該等客戶為河南省中聲譽良好之地
方房地產發展商及企業實體，且過往並無發現任何對手方失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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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更及該等款項仍視作可予收回，故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應收貿易賬款���,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為逾期款項但未計提撥備。本
集團並無持有任何該等結餘之抵押。該等應收貿易賬款之平均賬齡為��0天（二零一一年：
�0天）。

逾期但無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至�0天 186  ���
��至��0天 1  ��
���至��0天 547  ��    

 734  ���    

呆賬撥備之變動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結餘 2,878  �,���
於損益內確認之撥備增加 58  ���    

年末結餘 2,936  �,���    

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結餘 6,596  �,���
於損益內確認之撥備（減少）增加 (192 ) �,���    

年末結餘 6,404  �,���    

呆賬撥備包括個別正遭遇重大財困或逾期甚久之減值應收貿易賬款。本集團已就該等應收
賬款悉數撥備，並認為該等款項一般不能收回。

於釐定能否收回一項應收貿易賬款時，本集團考慮自信貸首次獲授日期起直至報告期末止
期間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質素是否發生任何變動。逾期未繳但無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已隨
後於此等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前償還或所涉客戶過往並無欠繳記錄。由於客戶基礎廣
泛且並無關連，故集中信貸風險有限。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毋須就超逾呆賬撥備之差額
作出額外信貸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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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合約工程應收（應付）客戶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報告期末之履行中合約：
 合約產生之成本加已確認溢利 213,920  ���,���
 減：進度款項 (188,543 ) (���,��� )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附註） (22,184 ) (��,��� )    

 3,193  (��,��� )    

為申報所作分析：
 合約工程應收客戶款項 13,562  –
 合約工程應付客戶款項 (10,369 ) (��,��� )    

 3,193  (��,��� )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合約工程前已收取客戶墊款為���,0��,000港元（二零一
一年：��0,���,000港元），已計入分類為流動負債之遞延收入及已收墊款。

附註：  本公司董事已審閱合約工程應收客戶款項之可收回金額，並指出若干項目工程進度
緩慢。董事認為，該等金額之可收回性未明，因此，有關金額已悉數確認減值虧
損，而之前減值但隨後償還之金額則撥回減值虧損。因此，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確認減值虧損撥回淨額�,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000港元）。

18. 遞延收入及已收墊款、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下列為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0天 194,328  ���,���
��至�0天 31,313  �0,���
��至��0天 4,602  �,���
超過��0天 18,274  ��,���   

應付貿易賬款 248,517  ���,���   

應付票據－ 0至�0天 –  ��,���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248,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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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0天。本集團備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於信貸期內支付所
有應付賬款。

分類為流動負債之遞延收入及已收墊款指合約工程動工前之已收客戶款項及有關天然氣之
客戶預付款。分類為非流動負債之遞延收入及已收墊款為政府撥款��,���,000港元（二零一
一年：��,���,000港元）。由於焦作市的重建，焦作政府資助本集團提升及重新安放於焦作
市的若干管道。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包括自有關燃氣供應業務客戶之已收按金��,00�,000港元（二零一
一年：��,���,000港元）及應計支出��,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本集團與焦作市建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
若干資產及負債，當中主要包括於焦作市範圍內之燃氣管道網絡。該收購事項宣告完成，
總代價為��,���,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購資產及負債之未償付代價
��,���,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已包括在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內，並將
於所收購資產之法定所有權妥為轉讓後償付。

19.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10,000,000  �0,000,000  100,000  �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年初 2,398,208  �,���,00�  23,982  ��,��0
 行使購股權 125,800  �0,�00  1,258  �0�
 發行新普通股（附註） –  ���,000  –  �,��0       

於年末 2,524,008  �,���,�0�  25,240  ��,���
       

附註：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本公司就按每股0.��港元之配售價配售最多���,000,000股
每股面值0.0�港元之新普通股（「配售事項」）訂立配售協議。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一
年四月十八日完成。

所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發行之股份在各方面與當時現
有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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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臨沂中燃城市燃氣建設發展有限公司
（「臨沂中燃」）與臨沂山林之非控股權益泰安市旭升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旭升」）訂立股權
轉讓協議，據此，旭升同意向臨沂中燃轉讓其於臨沂山林所持有之��%股本權益，代價為
人民幣��,�00,000元（相當於�0,���,000港元），其中人民幣���,000元（相當於���,000港元）
透過旭升及臨沂山林的經常賬目償付。其後，本集團於臨沂山林之實際權益由��.�%增至
��.��%。是項交易按股本交易入賬處理。本集團已付代價與實際持有額外權益之賬面值產
生之差額�,���,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其他儲備自股本中扣
除。

21.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而收購資產及負債

(i）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裕（河南）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中裕
（河南）」）以人民幣��0,000,000元（相當於��0,���,000港元）向獨立第三方收購南京晶橋
能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晶橋」）�00%股權。南京晶橋之主要資產為於南京市晶
橋鎮銷售及分銷管道燃氣之獨家權。南京晶橋於收購日期並未開展業務。

 千港元

收購之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
其他無形資產－獨家權 ���,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0��
銀行結餘及現金 �,���
其他應付賬款 (�,�0� ) 

 ��0,���
 

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已付現金代價 ��0,���
減：收購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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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裕（河南）以人民幣���,000,000元（相當於��0,���,000
港元）向獨立第三方收購上海宣閩能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宣閩」）�00%股權。上
海宣閩之主要資產為於邵武市銷售及分銷管道燃氣之獨家權。上海宣閩於收購日期並
未開展業務。

於收購完成日期確認之已收購資產及負債如下：

 千港元

收購之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
其他無形資產－獨家權 ���,���
銀行結餘及現金 �,��� 

 ��0,���
 

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已付現金代價 ��0,���
減：收購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 

 ���,0��
 

本公司董事認為，由於南京晶橋與上海宣閩於收購日期均未開展業務，故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號「業務合併」，兩項收購均不構成業務合併。兩項收購已作為透過收
購附屬公司收購資產及負債入賬。

22.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
備之資本開支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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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營運資金

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增加約�0�,�0�,000港元或��.�%
至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

該增加主要由於(i)一年內應付銀行借款賬面值由二零一一年之���,���,000港元增加至二
零一二年之��0,���,000港元；(ii)即期遞延收入及已收墊款由二零一一年約���,���,000港
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約���,���,000港元所致。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值與流動負債總值之比
率）約為0.�（二零一一年：0.�）。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總值增加約���,0��,000港元或��.�%至�,���,�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銀行借款增加約��0,00�,000港元或��.�%至�,���,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銀行借款總額與權益總額之比率）
為0.�（二零一一年：0.�）。

財務資源

於本年度，本集團一般以內部資源及長期及短期銀行借款撥付經營所需資金。

營運資金

鑒於本集團即期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穩健及並無不可預見之情況發生，董事認為本集團
有充裕營運資金應付可預見將來所需。

匯率波動之風險

於本年度，由於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大部分以人民幣或港元為單位，以及本集團主
要以人民幣進行其業務交易，因此本集團僅面對輕微之匯率波動。本集團預期，人民幣
對港元之升值在可見將來將會持續。因此，本集團認為，由於本集團之匯率風險並不重
大，故本集團並無以任何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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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共有�,���名僱員（二零一一年：
�,��0名）。於本年度，僱員福利開支（董事除外）總額約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0,000港元）。增加之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擴充業務導致僱員人數有所增加及本集團附
屬公司之經理級別之薪金增加所致。本集團超過��.�%之僱員均位於中國。

本集團薪酬及花紅政策乃根據個別僱員之表現而定。

董事酬金由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決定，並參考本公司之營運業績、彼等於本集團之職責
及可資比較之市場統計數據。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採納之購
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購股權計劃」）以認購合共���,000,000股本公司
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已授出購股權之行使價為每股0.��港元。已授出購股權將由
授出日期起計十年內有效。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將賬面值分別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0�,000港元）及���,���,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無）之若干中國建築物及管道抵押，以
為本集團獲授之若干銀行借款提供擔保。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將賬面值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0�,000港元）之若干中國預付租金抵押，以為本集團獲授之若干銀行借款提供擔保。

根據承諾書，本集團須於銀行持有存款人民幣��,000,000元（相當於��,���,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人民幣��,0�0,000元（相當於��,���,000港元）），作為銀行借款（二零一一年：銀
行借款及其供應商供應天然氣）之先決條件。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未來計劃之詳情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任何特定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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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綜合財務報表中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
但未撥備資本開支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

轉板上市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已成功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轉往聯交所主板（「主板」）上市（「轉板上市」），新股份代號
為「����」。

轉板上市並無對股份之現有股票造成任何影響，有關股票將繼續為法定所有權之良好憑
證並可有效作買賣、交收及登記用途。轉板上市亦不會涉及任何轉換或交換現有股票之
事宜。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刊發之公佈所述，股份交易之每手買賣單位
已由�,000股股份更改為�,000股股份，並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生效。自二零一二年七月
十日（即新的每手買賣單位�,000股股份之生效日期）起，股份之新股票將以新的每手買賣
單位�,000股股份發行。除每手買賣單位更改外，概無於轉板上市後更改本公司之英文及
中文股份簡稱、現有股票及股份之交易貨幣以及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過戶分處。

董事會認為股份在主板上市將提升本集團之形象及增加股份之買賣流量。董事會認為，
轉板上市將有利於本集團未來成長及業務發展。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並無即時計劃在
轉板上市後變更本集團業務之性質。轉板上市並不涉及本公司發行任何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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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本年度，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i)投資、營運及管理城市天然氣管道基建設施以及向
住宅、工業及商業用戶分銷管道燃氣；(ii)建設及經營壓縮天然氣汽車加氣站；及(iii)煤
層氣之勘探、開採及開發。

順流管道燃氣分銷

南京晶橋項目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鄭州東信鋁業有限公司（「鄭州東信」，作為出讓方）與本公司之
全資附屬公司中裕（河南）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中裕（河南）」，作為受讓方）訂立股權轉讓
協議，據此，鄭州東信已同意向中裕（河南）轉讓其持有南京晶橋能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晶橋」）之全部股權。

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完成後，中裕（河南）將持有南京晶橋之全部股權。

南京晶橋於二零一零年於中國南京成立為有限公司，主要於中國南京晶橋鎮從事天然氣
儲量及相關管道基建項目之建設業務。南京晶橋從中國南京地方當局獲得特許經營權，
以在中國南京晶橋鎮經營銷售及分銷天然氣及壓縮天然氣加氣站。為期�0年的特許經營
權自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起獲授獨家經營。

晶橋鎮為中國江蘇省南京市主要工業城鎮，總面積及人口分別為��0平方公里及��,000
人。晶橋鎮工業發展迅速，綜合經濟實力不斷增長，有��0家工業企業，工業產值為��.�
億元。

董事認為是項交易將提升本集團之盈利基礎及擴大地區覆蓋率。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鄭州東信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
士之第三方。

代價人民幣��0,000,000元（相當於約��0,000,000港元）乃由股權轉讓協議訂約雙方經參考
南京晶橋為本集團帶來之潛在經濟利益及其業務前景後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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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0,000,000元（相當於約��,000,000港元）乃由中裕（河南）於股權轉讓協議日期支付
予鄭州東信。餘額人民幣��0,000,000元（相當於約���,000,000港元）於是項交易完成之日
起�0日內支付。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支付之代價由內部資源及銀行借款撥付。

由於是項交易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低於�%，故是項交易根據上市規則並不構成本公司之
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故並無就此刊發公佈。

邵武市項目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鄭州泰浦商貿有限公司（「鄭州泰浦」，作為出讓方）與本公
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裕（河南）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中裕（河南）」，作為受讓方）訂立股權
轉讓協議，據此，鄭州泰浦同意向中裕（河南）轉讓其持有上海宣閩能源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宣閩」）之全部股權。

上海宣閩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於中國成立，由鄭州泰浦全資擁有。上海宣閩為投
資控股公司，除持有邵武市宣燃天然氣有限公司（「邵武市宣燃」）�00%股權除外，並無其
他業務。邵武市宣燃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成立並獲得特許經營權，以在中國邵武市經
營銷售及分銷天然氣。為期�0年的特許經營權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獲授獨家經營。

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完成後，中裕（河南）將持有上海宣閩及邵武市宣燃之全
部股權。

邵武市為中國福建省閩北地區之主要工業城鎮，總面積及人口分別為�,���平方公里及
�00,000人。邵武市工業發展迅速，綜合經濟實力不斷增長，有��0多家大型工業企業，
總產值為���億元。

董事認為是項交易將提升本集團之盈利基礎及擴大地區覆蓋率。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鄭州泰浦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
士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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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人民幣���,000,000元（相當於約��0,000,000港元）乃由股權轉讓協議訂約雙方經參考
邵武市宣燃為本集團帶來之潛在經濟利益及其業務前景後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

人民幣�0,000,000元（相當於約��,000,000港元）乃由中裕（河南）於股權轉讓協議日期支付
予鄭州泰浦。餘額人民幣���,000,000元（相當於約���,000,000港元）於是項交易完成之日
起�0日內支付。股權轉讓協議項下已付之代價由內部資源及銀行借款撥付。

由於是項交易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低於�%，故是項交易根據上市規則並不構成本公司之
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故並無就此刊發公佈。

武夷山項目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之二零一一年年報，本公司於當中提及，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四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裕（河南）與鄭州大田投資有限公司
（「鄭州大田」）、葉建斌（「葉建斌」）及卓雲震（「卓雲震」）就中裕（河南）擬向武夷山市中閩
天然氣有限公司（「武夷山中閩」）之註冊資本注資訂立協議（「注資協議」）。緊隨注資協議
完成後，武夷山中閩成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武夷山中閩就獲取武夷山市人
民政府授出之獨家權利進行競標，以於武夷山市參與建設及經營管道天然氣項目。武夷
山中閩已獲地方政府批准為合資格參與者。於本公佈日期，當地政府正開展整體城市及
城市燃氣規劃。於上述規劃完成後，武夷山中閩計劃就二零一三年項目向地方政府遞交
投標書。本集團將繼續知會投資者最新進展。

西氣東輸管道二期項目

西氣東輸管道二期之主要管道經已竣工，且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開始供應燃氣。因此，
本集團位於下文所述城市之項目之管道燃氣供應已大大提升，並有助本集團接駁更多終
端用戶，以提高本集團之營業額，從而改善其盈利基礎。

西氣東輸管道二期已分別於二零一一年七月開始向三門峽市供應管道天然氣，向三門峽
市之管道燃氣銷售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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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氣東輸管道二期向偃師市接駁及供應燃氣之輔助管道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底竣工並投
入使用。此外，為配合上游接駁，我們預期西氣東輸管道二期向新密市接駁及供應管道
天然氣之輔助管道將於二零一三年下半年竣工並開始供應管道天然氣。董事相信，投入
使用後，向偃師市及新密市之管道天然氣銷售將大大提升。

價格調整聯動機制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接獲河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出的《關於河南省
管道天然氣價格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據此，將建立民用天然氣上游價格及售價間
的價格調整聯動機制（「價格調整聯動機制」）。因此，於本年度，本集團位於焦作市、漯
河市及濟源市之附屬公司之住宅用戶所用天然氣之售價有所增長。

主要經營數據

本集團之順流天然氣分銷業務主要包括銷售管道燃氣、燃氣管道建設及銷售壓縮天然氣
汽車加氣站之天然氣。



- �� -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主要營運數據，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增加╱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減少）

獨家燃氣項目數目（附註a） 17  ��  �
 －河南省 12  ��  –
 －山東省 3  �  –
 －江蘇省 1  0  �
 －福建省 1  0  �

可接駁城市人口（’000人）（附註b） 4,308  �,���  ��.�%

可接駁住宅用戶（’000戶） 1,231  ���  ��.�%

年內新增管道燃氣接駁
 －住宅用戶 137,647  �00,���  ��.�%
 －工業客戶 77  ��  ��.�%
 －商業客戶 450  ���  ��.�%

已接駁管道燃氣客戶累積數目
 －住宅用戶 669,884  ���,���  ��.�%
 －工業客戶 422  ���  ��.�%
 －商業客戶 2,234  �,���  ��.�%

住宅管道接駁之滲透率（附註c） 54.4%  ��.0%  �.�%

管道天然氣銷售單位（’000立方米） 704,087  ���,0��  ��.�%
 －住宅用戶 80,711  ��,���  ��.�%
 －工業客戶 551,519  ���,���  ��.0%
 －商業客戶 55,086  �0,���  ��.�%
 －批發客戶 16,771  ��,0��  ��.�%

每名客戶之管道天然氣使用量（立方米）
 －住宅用戶 134  �0�  ��.�%
 －工業客戶 1,438,121  �,00�,���  ��.�%
 －商業客戶 27,420  ��,���  �.�%

管道混合燃氣銷售單位（’000立方米） 37,008  �0,0��  (�.�% )

管道煤氣銷售單位（’000立方米） 60,473  ��,���  (��.�% )

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數目
 －累積 12  �  �
 －在建 8  �  �

汽車天然氣銷售單位（’000立方米） 39,486  �0,0��  ��.�%

每一站之天然氣使用量（’000立方米） 4,387  �,���  ���.�%

瓶裝液化石油氣銷售單位（噸） 3,840  �,�0�  (�0.�% )

現有中輸及主幹管道總長度（公里） 2,50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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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a：  獨家燃氣項目數目指有關地方當局就銷售及分銷管道燃氣向本集團授出獨家權
之各項合約。

附註b：  該資料援引自中國政府網站。可接駁城市人口之增加乃由於城市市區及管轄區
域擴大所致。

附註c：  住宅管道接駁之滲透率指本集團住宅用戶累積數目佔估計可接駁住宅用戶總數
之百分比。

逆流煤層氣勘探

為確保本集團位於中國河南省之順流項目可獲得充足及具成本效益之燃氣供應，以及提
高本集團之溢利能力，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進軍中國逆流煤層氣供應市場。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取得八個煤柱，分別位於中國河南省焦作、鄭
州、平頂山（包括禹州及汝州）、鶴壁、義馬及永夏市，以勘探、開採、開發及生產煤層
氣。本集團將持續向投資者公佈勘探最新進展。

財務回顧

整體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主要由業務內部增長帶動。由於自
二零一一年下半年起燃氣供應增加，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營業額飆升至�,���,0��,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000港元）。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達���,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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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營業額，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之分析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佔總額之    佔總額之  增加╱
 二零一二年  百分比  二零一一年  百分比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管道燃氣 2,007,110  72.9%  �,���,���  ��.�%  ��.�%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 546,378  19.8%  ���,��0  ��.0%  ��.�%
 －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166,431  6.0%  ���,���  �.�%  ��.�%
 －銷售液化石油氣 29,667  1.1%  �0,���  �.�%  (��.�% )
 －銷售火爐及相關設備 4,498  0.2%  �,���  0.�%  ��.0%         

 2,754,084  100%  �,���,���  �00%  ��.�%         

本年度之營業額約為�,���,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000港元增長��.�%。營
業額大幅增長主要由於銷售管道燃氣及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大幅增長以及經營壓縮
天然氣加氣站所致。

銷售管道燃氣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管道燃氣銷售額約為�,00�,��0,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增長約��.�%。

管道燃氣總銷量之將近��%來自提供天然氣。銷售管道燃氣迅速增長主要由於燃氣銷量
由���,0��,000立方米增加��.�%至�0�,0��,000立方米所致。有關西氣東輸管道二期及中
國河南省三門峽市之天然氣管道接駁建設經已竣工，且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開始自西氣
東輸管道二期向三門峽市供應管道天然氣。因此，本集團位於三門峽市之管道燃氣供應
工程將大大提升，並將有助本集團接駁更多工業用戶，以提高本集團之營業額，從而改
善其盈利基礎。工業用戶氣體消耗量增長帶動燃氣銷售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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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集團向其住宅用戶提供之每名客戶之管道天然氣使用量約為���立方米（二
零一一年：�0�立方米）；向其工業客戶提供約�,���,���立方米（二零一一年：�,00�,���立
方米）；向其商業客戶提供約��,��0立方米（二零一一年：��,���立方米）。

此外，銷售管道燃氣迅速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中國山東及河南省臨沂市、焦作市及濟
源市之順流燃氣分銷業務之內部增長導致工業用戶氣體消耗量上升所致。

住宅用戶天然氣售價較去年同期增加��.�%，帶動本年度之銷售上升。

於本年度之管道燃氣銷售約佔本集團總營業額��.�%。與去年同期約��.�%之百分比相
比，管道燃氣銷售繼續為本集團營業額之主要來源。

燃氣管道建設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約為���,���,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增加主要由於本年度於中國山東
省及河南省之臨沂市、三門峽市、永城市及漯河市住宅用戶新增管道燃氣接駁增加，導
致為住宅用戶完成接駁燃氣管道之建設工程由�00,���宗增至���,���宗所致。隨著西氣東
輸管道二期於二零一一年七月投入運營，本集團位於三門峽市項目之管道燃氣供應大大
提升，並將有助本集團接駁更多終端用戶。工業客戶之平均接駁費按個別情況決定，平
均接駁費於本年度上升��.�%，並因此推動銷售額。

於本年度，住宅用戶之平均接駁費用為人民幣�,�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0元），金
額較去年同期略微增加。而本集團向工業╱商業客戶收取之接駁費則遠較向住宅用戶收
取之金額為高，且按個別情況決定。

於本年度，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與去年同期約��.0%之
百分比相比，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繼續為本集團營業額之主要來源之一。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住宅管道接駁之滲透率達��.�%（二零一一年：
��.0%，即本集團住宅用戶累積數目佔估計可接駁住宅用戶總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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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收益約為���,���,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該項增加主要由於漯河市之一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於二
零一一年五月投入運營，令漯河市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所致。於截至二零一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一站之天然氣使用量由去年同期約�,���,000立方米增加
���.�%至約�,���,000立方米。

於本年度，源自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營業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0%。本集團壓縮
天然氣加氣站數目由二零一一年的九個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的十二個。

此外，本集團已著手於中國建設額外八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預計六個新壓縮天然氣加
氣站將於二零一三年投入營運。餘下新壓縮天然氣加氣站預期將於二零一四年投入營
運。

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整體毛利率約為��.�%（二零一一年：��.�%）。
價格調整聯動機制促使本集團將燃氣採購成本轉嫁予住宅客戶，導致面向住宅客戶銷售
燃氣之利潤率上升，從而帶動整體毛利率上升。

整體毛利率相對穩定，乃由於該增長利潤被來自管道燃氣銷售（利潤率通常相對較低）之
營業額比例增加所抵銷所致。本集團於本年度之銷售管道燃氣總營業額增加至約��.�%
（二零一一年：��.�%）。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由二零一一年其他虧損約��,�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約�,0�0,000
港元。本年度的其他收益包括：(i)其他應收賬款之呆賬撥備撥回淨額約為���,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其他應收賬款之呆賬撥備撥回淨額：�,���,000港元）；(ii)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iii)已確認合約工程應收客戶款項之減值虧損
撥回淨額約�,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根據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倘相
關合約工程未能於一年內完工，則合約工程之應收客戶款項將予以減值；(iv)出售╱撇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
備之虧損淨額：�,���,000港元）；被本年度其他虧損（包括貿易應收賬款之呆賬撥備淨額）
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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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由於將向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供應天然氣是否充足尚未明朗，且預計若干
燃氣站不會於二零一二年開始營運。本集團就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牌照之減值虧損
淨額約為�,���,000港元。未來，倘其他無形資產之賬面值增加至其可收回金額之修訂估
值，已確認減值虧損可於其後撥回，而撥回之減值虧損隨即列為收入。二零一二年並無
錄得有關減值虧損。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一年約��,���,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約��,��0,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結餘為銀行利息收入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政府補助金約
�,�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及雜項收入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0��,000港元）。增加主要由於政府補助金增加了���.�%。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二零一一年約��,���,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約��,��0,000
港元。此項增加主要由於人數增加及中國附屬公司加薪使員工成本及相關開支由約
��,���,000港元增加��.�%至約��,���,000港元。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一年約���,���,000港元減少0.�%至二零一二年約���,���,000港元。此
項減少主要由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發行購股權，導致於二零一一年錄得一
次性確認按股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約��,���,000港元所致。二零一二年並無錄得有關開
支；被以下各項抵銷：(i)人數增加及薪酬增加使董事酬金、員工成本及相關開支由二零
一一年約��,���,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約��,���,000港元；(ii)因興建新壓縮天
然氣加氣站而購買更多土地使預付租金攤銷由約�,�0�,000港元上升��.�%至二零一二年
約�,��0,000港元；(iii)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向香港公益金捐款�,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
年並無錄得有關開支。

研發成本

研發成本為於中國開採煤層氣所產生之開發成本，由二零一一年約�,���,000港元減少
��.�%至二零一二年約�,���,000港元。該等開發成本主要包括技術服務及研究之成本、
開採鑽探、壓裂及降水。根據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倘發現商業儲備未能於一年內獲確
認，則開發成本須視作開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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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一年約��,���,000港元上漲��.�%至二零一二年約��,���,000港元。
此項上漲主要由於平均銀行借款增加導致利息資本化後銀行借款利息由二零一一年約
��,���,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二年約��,���,000港元所致。

所得稅開支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
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

兩個年度的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計算。由於本集團於兩個年度均無在香
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於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獲豁免
遵守企業所得稅法，其後三年獲�0%寬免。根據中國之相關法律及法規，二零一一年乃
取得稅項優惠之最後一年。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上述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變更為
��%。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就有關中國附屬公司所賺溢利宣派
予非中國稅務居民之股息需繳納預扣稅。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
國稅務機關對已派予海外集團實體之股息所徵收的預扣稅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000港元）。

因此，二零一二年之所得稅開支約達���,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

經調整之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持續經營業務盈利（「經調整EBITDA」）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之經調整EBITDA（不包括已確認其他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約為
���,���,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之經調整EBITDA約���,���,000港元增加�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就上述而言，於二零一二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0��,000港元，較二零一一
年之擁有人應佔溢利約��,���,000港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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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盈利

於二零一二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為�.0�港仙及�.0�港仙，於二
零一一年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則分別為�.��港仙及�.��港仙。

每股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二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為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之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0.�港元增加�0%。

資產淨值指資產總值減負債總值。

權益披露

(a) 董事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及其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
債券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
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c)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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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規定而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詳情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份及╱或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附註  相關股份性質 權益類別 概約百分比
    （附註�）

王文亮先生 � ���,���,��� 實益權益及 ��.��%
    控制企業權益
許永軒先生 � �,000,000 實益權益 0.0�%
呂小強先生 � �,000,000 實益權益 0.��%
魯肇衡先生 � �,000,000 實益權益 0.��%
李春彥先生 � �,000,000 實益權益 0.0�%
羅永泰先生 � �,000,000 實益權益 0.0�%
孔敬權先生 � �,000,000 實益權益 0.0�%

附註：

�. 在該等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中，���,���,���股股份由和眾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和眾」）
持有。王文亮先生於和眾之已發行股本中實益擁有全部權益。餘下��,���,000股股份
由王文亮先生直接持有。

�. 該等相關股份乃於按行使價每股0.��港元行使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採納
之購股權計劃項下購股權所附權利時配發及發行。

�. 有關股份由該董事直接持有。

�.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為�,���,00�,���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概無於
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
擁有(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
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iii)根據標準
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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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主要股東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下實體（並非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
裁）擁有或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及
聯交所披露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
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權益
股東名稱 附註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附註�）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 控制企業權益 �,���,���,��� ��.0�%
Rich Lege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 實益權益 �,���,���,��� ��.0�%
和眾 � 實益權益 ���,���,��� ��.��%

附註：

�. 根據聯交所網站所示權益披露之網頁，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持有Rich Legend 
International Limited（「Rich Legend」）之�00%股權，因此被視作於Rich Legend持有之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除聯交所網站內權益披露網頁所確定之資料外，本
公司概無其他資料。

�. 和眾實益擁有���,���,���股股份。王文亮先生於和眾之已發行股本中實益擁有全部權
益。

�.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為�,���,00�,���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
（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除外）擁有或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
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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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權益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基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
日轉板上市公佈所述之原因，董事會認為，就本集團於中國之現有管道燃氣項目而言，
鑒於中國天然氣行業之性質，本集團與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並不構成競爭。然而，就
於中國建設及經營加氣站而言，本集團與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日後在本業務分類可能
存在競爭，視乎本集團在中國之營運及業務方針及擴展而定。

除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之轉板上市公佈所述外及如上文所述，於本年
度，概無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於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企業管治守則

自轉板上市起，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
則條文。於本年度，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所載
企業管治守則（轉板上市後）及企業管治守則（本公司在創業板上市期間）之所有適用守則
條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各自獨立，不應由同一人擔
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分工須清晰訂明並以書面形式列載。

本公司主席王文亮先生，而聯席董事總經理（與行政總裁之角色及職責類似）則由王文亮
先生及呂小強先生擔任。因此，王文亮先生兼任主席及聯席董事總經理雙重職位，可能
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條。

王文亮先生自於聯交所上市起已為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董事會認為，採納單一領導
結構符合本集團之最佳利益，可避免決策程序受到不必要阻礙，亦保證本集團有效及時
地應對商機。

王文亮先生為本公司最大股東之一，被視為於本公佈日期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約
��.��%權益。彼負責本集團的整體戰略決策，在本集團開展業務方面起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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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審閱主席兼聯席董事總經理王文亮先生作出之重大決策，亦相信，委任呂小強先
生為其他聯席董事總經理亦有助於確保權責平衡，因此不會導致權力集中於任何一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自轉板上市起，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於本年度，本公司確認，董事遵
守所要求之準則，而本公司及董事須對照有關準則衡量彼等有關創業板上市規則第�章所
載本公司證券交易之行為（本公司在創業板上市期間）。

審核委員會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春彥先生、羅永泰教授及孔敬權先生組成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經
與本公司之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任何股份。

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刊發資料

本公佈須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網站www.hkex.com.hk「最新
上市公司資料」及本公司網站www.zygas.com.cn「公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底前寄發予股東，並將相應刊載於香港交易所
及本公司網站。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同意本初步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綜合現金
流量表及相關附註之有關數字，以至本集團經審核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所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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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所進行之保證應聘服務，故德
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不會就本初步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文亮先生（主席兼聯席董事總經理）、呂小強
先生（聯席董事總經理兼財務總監）及魯肇衡先生；非執行董事許永軒先生（副主席）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春彥先生、羅永泰教授及孔敬權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裕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文亮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