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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GA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4）

年度業績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21,250,266  ��,���,���
銷售成本  (16,876,300 ) (��,���,��� )    

毛利  4,373,966  �,�0�,���
其他收入  459,525  ���,0��
其他收益及虧損  226,936  ���,���
銷售及分銷成本  (849,816 ) (���,�0� )
行政開支  (1,315,287 ) (���,��� )
財務費用  (726,989 ) (���,0�� )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339,614  ��,�0�    

除稅前溢利  2,507,949  �,��0,���
稅項 �  (466,631 ) (���,�0� )    

本年度溢利 �  2,041,318  �,���,���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之投資公平值增加（減少）  1,039  (�,��� )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193,569  ���,��0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194,608  ���,���    

年度總全面收入  2,235,9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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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1,764,264  ���,���
 非控股權益  277,054  ���,��0    

  2,041,318  �,���,���    

全面收入總額歸屬：
 本公司擁有人  1,922,775  �,0��,���
 非控股權益  313,151  ���,���    

  2,235,926  �,���,�0�    

每股盈利 �
 基本  39.37港仙  ��.��港仙    

 攤薄  36.86港仙  �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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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44,967  ��0,�00  �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357,949  ��,���,���  ��,���,���
 預付租賃款項  1,132,135  �,0��,���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652,109  �,���,���  �,00�,�0�
 可供出售之投資  78,983  ��,���  ��,���
 商譽  1,209,279  �,0��,���  �,���,���
 其他無形資產  1,267,221  �,���,���  �,���,�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按金  165,305  �0�,���  �00,0�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87,462  ���,���  ���,���
 遞延稅項資產  97,236  ��,0��  ��,���
 收購聯營公司之按金  –  –  ���,���      

  24,392,646  ��,0��,���  �0,���,���      

流動資產
 存貨  1,122,838  �,���,���  �,0��,���
 應收客戶之合約工程款項  305,658  ���,���  ���,���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 4,019,190  �,���,���  �,���,0�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85,605  ���,���  ��,���
 預付租賃款項  34,586  ��,���  ��,���
 持作買賣投資  11,110  �0,���  ��,���
 已抵押銀行存款  650,711  ��0,���  �,���,���
 銀行結存及現金  4,298,095  �,���,���  �,0��,���      

  10,627,793  �0,���,���  �0,���,���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347,121  –  –      

  10,974,914  �0,���,���  �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項 � 5,543,696  �,���,0��  �,��0,�0�
 衍生金融工具  –  –  ��,���
 應付客戶之合約工程款項  310,280  ���,���  ���,���
 稅項  179,730  ���,���  ���,���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907  �,�0�  ��,���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  4,366  �,���  �,0��
 銀行及其他借貸－於一年內到期  9,082,138  �,���,���  �,���,���      

  15,123,117  ��,���,���  ��,���,0��      

流動負債淨額  (4,148,203 ) (�,���,��� ) (�,��0,���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244,44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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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權益
 股本  45,697  ��,���  ��,���
 儲備  11,438,943  �,���,���  �,���,���      

歸屬本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11,484,640  �,���,���  �,���,�0�
非控股權益  1,352,090  �,0��,���  �,���,�0�      

權益總額  12,836,730  �0,���,��0  �0,���,�0�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
  其他借貸－於一年後到期  6,862,710  �,�0�,���  �,��0,���
 遞延稅項  545,003  ���,���  ���,0��      

  7,407,713  �,���,���  �,���,���      

  20,244,44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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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亦載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的適用披露資料。

除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2. 上年度調整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續聘本公司一名執行董事及本集團一名高級管理
人員後，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認定並議決該執行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有權就彼等所提
供的服務按照彼等與本公司簽訂的服務合同及僱用合同分別獲得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0,���,000港元及��,���,000港元的花紅。各財政年度的花紅
金額應按照彼等的合同釐定並於相關年度計提，而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的花紅金額則根據彼等服務本集團的實際年期按比例釐定。上述花紅的期限於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結束。

花紅金額並沒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各財政年度的綜合財務報
表計提，因此本集團已就綜合財務狀況表所載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之若干結餘作出上年度重列。

調整的影響如下：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一日  調整  四月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調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原先呈列）    （重列）  （原先呈列）    （重列）
對淨資產之影響總額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項 �,�0�,0��  ��,���  �,��0,�0�  �,���,���  ��,���  �,���,0��
           

對權益之影響總額
 累計溢利 �,0��,0��  (��,��� ) �,���,��0  �,���,���  (��,��� ) �,���,��0
           

調整對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全面收入報表所呈報的金
額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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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以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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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透過出售）以隨著時間推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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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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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集團董事總經理）呈報以便進行資源分
配及分部表現評估之資料側重於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之類型，其亦與本集團之組織基礎相
吻合。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購中裕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中裕燃氣」）
��.��%股權。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中裕燃氣股份配售事項導致中裕燃氣不再為本集
團附屬公司而成為本集團聯營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八日，本集團於中裕燃氣的實際
持股由約��.��%降至約��.��%。自此以後，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依據權益會計法計算本集
團應佔中裕燃氣之業績，且中裕燃氣為單一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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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本集團之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i) 管道天然氣銷售；
(ii) 燃氣接駁；
(iii) 液化石油氣銷售；
(iv) 燃煤及氣體設備銷售；及
(v) 中裕燃氣

有關上述分部之資料於下文呈列。

本集團按呈報及營運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液化  燃煤
 管道    石油氣  及氣體
 天然氣銷售  燃氣接駁  銷售  設備銷售  中裕燃氣  分部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分部收益 9,348,919  3,300,743  7,959,214  625,404  –  21,234,280
           

分部溢利（虧損） 1,271,398  1,733,278  (13,541 ) (23,982 ) 99,571  3,066,724
         

物業投資收益           15,986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96,865
利息及其他收益           82,790
未分配公司開支           (269,891 )
財務費用           (726,989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421
應佔非上市聯營公司之業績           240,043           

除稅前溢利           2,507,949
           

           千港元

收益對賬
營運分部總收益           21,234,280
租金收入           15,986           

集團綜合收益           21,25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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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液化  燃煤
 管道    石油氣  及氣體
 天然氣銷售  燃氣接駁  銷售  設備銷售  中裕燃氣  分部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分部收益 �,���,���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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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投資收益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
利息及其他收益           ��,���
未分配公司開支           (���,��� )
財務費用           (���,0�� )
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0��
視為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0,��� )
視為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0
應佔非上市聯營公司之業績           ��,��0           

除稅前溢利           �,��0,���
           

           千港元

收益對賬
營運分部總收益           ��,���,���
租金收入           ��,���           

集團綜合收益           ��,���,���
           

以上呈報之全部分部收益均來自外界客戶，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概無分部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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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除中裕燃氣分部溢利外，餘下呈報分部的分
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的溢利或虧損，並無計及銀行利息收入及其他收益、物業租金收
入、中央行政成本、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應佔非上市聯營公司
之業績及財務費用。中裕燃氣分部溢利指應佔中裕燃氣之業績。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
估而言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的計量方法。

5. 稅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462,358  ���,���
遞延稅項 4,273  (�,��� )   

 466,631  ���,�0�
   

由於本集團於該兩個年度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未於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
稅作出撥備。

除下述的稅務寬免外，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

若干中國集團公司有權享有(i)根據相關法規適用於位於中國西部地區企業的優惠稅率；及
(ii)豁免其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的中國企業所得稅，及其後三年稅項減半。截至二零一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等中國集團公司的適用稅率介乎�.�%至��%（二零一二年：�.�%
至��%）。

6. 本年度溢利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核數師酬金 6,800  �,�0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95,669  ���,���
發還預付租賃款項 31,863  ��,���
包括於銷售成本內之無形資產之攤銷 46,834  ��,���
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 109,62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9,771  �,���
出售預付租賃款項之收益 –  (�,��0 )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計入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51,119  ��,�0�
員工成本 1,006,178  �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5,973,949  ��,���,0��
投資物業產生之租金收入減支銷 (14,46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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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即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 1,764,264  ���,���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481,353  �,���,0��
普通股潛在攤薄之影響調整：
 購股權 305,089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786,442  �,���,0��
   

8.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854,957  �,���,���
減：累計撥備 (257,873 ) (���,��� )   

貿易應收賬款 1,597,084  �,���,���
建材及其他物料已付按金 449,756  �0�,���
購買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已付按金 506,931  ��0,���
預付予分包商之款項 652,696  ��0,0��
投標按金 26,020  ��0
租金及公用事業按金 39,990  ��,���
其他可補償稅項 126,053  ���,���
其他應收賬項及按金 244,045  ��0,�0�
預付經營開支 214,691  ���,���
應收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 30,157  ��,0��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股東款項 131,767  ��0,0��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項總額 4,019,190  �,���,���
   

除若干付款記錄良好之主要客戶獲本集團准許有較長信貸期或分期付款外，本集團一致向
其貿易客戶提供平均�0-��0日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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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賬款（扣除減值虧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0日 1,405,322  �,0��,���
���-���日 121,817  ���,���
���日以上 69,945  ��,���   

 1,597,084  �,���,���
   

賬面值�,�0�,���,000港元之貿易應收賬款（二零一二年：�,0��,���,000港元）於報告日期並
無逾期或出現減值，本集團相信該等款項乃被視為可收回。

本集團之呆壞賬撥備政策乃根據追回款項機率之評估及賬項之賬齡分析，並根據管理層對
包括每名客戶之信用能力及收款往績之判斷。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就於報告日期已逾期的輸氣管道建設業務相
關貿易應收賬款作出�,���,000港元（二零一二年：�,��0,000港元）之撥備，該等款項的賬
齡久遠且有關客戶自欠款日期以來之還款速度緩慢。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應收款項或會減
值，並作出特定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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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項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項包括貿易買賣及持續成本之未結清數額。於報告期末，按發
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零至�0日 1,359,905  �,�0�,��0  �,���,���
��日至��0日 257,624  �0�,0��  ��0,���
��0日以上 973,444  ���,���  �0�,���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2,590,973  �,��0,���  �,���,���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329,077  ���,���  ���,���
應付工程費用 364,459  ���,���  ���,���
其他應付稅項 55,872  ��,���  ��,0��
計提員工成本 72,948  ��,�0�  ��,���
應付貸款利息 58,741  �0,���  ��,���
來自客戶之燃氣供應預收款項 887,771  ���,���  ���,���
已收其他客戶之按金 79,755  ��,���  ��,���
已向尚未展開之合約工程客戶收取之墊款 966,084  ���,���  ���,���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款項 85,016  ��,���  ��,�0�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股東款項 53,000  �,���  ��,���
中民中燃向福建安然注資之責任 –  –  ��,���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之責任 –  –  ��,0��     

 5,543,696  �,���,0��  �,��0,�0�
     

計入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及共同控制實體股東之款項分別為��,���,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000港元）及零（二零一二年：�,���,000港元）之貿易應付賬款。所有結餘之賬齡
由發出發票日期起計均為�0日內，平均信貸期為�0日。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及共同控制實體股東款項之非買賣結餘均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
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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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向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即釐定股東享有建議
末期股息之權利之記錄日期）登記在股東名冊內的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仙。連同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向股東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港仙，二零一三年全年
派發股息合共每股�.��港仙。（二零一二年全年股息每股�.��港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符合出席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資格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二）（包括首尾
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登記本公司股份過戶，以釐定有權出席二零一三年股
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之身份。為符合資格出席將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星
期二）舉行之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
過戶表格，須不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樓
����至��室。

符合獲准建議末期股息的資格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包括
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登記本公司股份過戶，以釐定股東收取截至二零
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擬派末期股息之權利。待股東於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
上批准後，擬派末期股息將派付予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
名冊之股東。為符合資格收取擬派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
格，須不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
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樓����至��
室。

管理層之討論與分析

公司簡介

本集團是一家燃氣運營服務商，主要於中國從事投資、建設、經營城市燃氣管道基礎設
施，燃氣碼頭，儲運設施和燃氣物流系統，向居民和工商業用戶輸送天然氣和液化石油
氣，建設和經營加油站和壓縮天然氣加氣站，開發與應用石油、天然氣、液化石油氣相
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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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營業額為��,��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000港元），同比增長��.�%。毛利為�,���,���,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0�,���,000港元），同比增長��.�%，
整體毛利潤率為�0.�%（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0%）。本年溢利為
�,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000港元），同比增長
��.�%，每股基本盈利為��.��港仙（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港仙），
同比增長�0.�%。

新項目拓展

於本財年度，本集團新增��個城市管道燃氣項目，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
累計共於��個省、市、自治區取得���個擁有專營權的管道燃氣項目（未包括富地燃氣擁
有的��個城市管道燃氣項目），並擁有�個天然氣長輸管道項目（未包括富地燃氣擁有的�
個天然氣長輸管道項目）、��0座壓縮天然氣汽車加氣站、�個天然氣開發項目以及��個液
化石油氣分銷項目。

自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五日止，本集團取得額外�個新城市管道燃
氣項目，使集團城市管道燃氣項目總數擴大到���個（未包括富地燃氣擁有的��個城市管
道燃氣項目），為目前中國最大的城市燃氣項目組合。

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獲得之新項目位於以下：

省╱自治區╱直轄市 自治市╱區

黑龍江省 湯原縣、樺南縣、綏濱縣、同江市、牡丹江江南開發區
湖北省 武漢江南片區、丹江口市、老河口市、遠安縣
河北省 邯鄲冀南新區
廣西壯族自治區 桂平市、崇左市、北海市
江蘇省 南京晶橋鎮（中裕燃氣）
甘肅省 華亭縣、靜寧縣、崇信縣、華池縣
江西省 婺源縣、樂安縣
內蒙古自治區 阿拉善盟烏斯太工業園、烏海市
寧夏回族自治區 固原市
遼寧省 遼陽太子河區、新賓縣
山東省 樂陵市
福建省 邵武市（中裕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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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所有燃氣項目覆蓋的城市可接駁人口已增至
��,���,���人（約�0,0��,���戶）。

燃氣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營業務為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業務，兩項業務的用戶及所要求的市場策略均有
不同，以下討論各項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表現。

天然氣業務

本集團是以提供天然氣業務作為主要能源的運營服務商，經過十一年的快速發展，本集
團已經在國內建立了燃氣行業獨有的且適合自身發展需要的營運和管理系統，並對該系
統進行適時優化，使之為集團的管理效率和經營業績的提升發揮積極作用。

管道天然氣網絡建設

城市天然氣管網是燃氣供應企業經營的基礎。本集團修建城市天然氣管網的主幹管網及
支線管網，將天然氣管道接駁到居民用戶和工商業用戶，並向用戶收取接駁費和燃氣使
用費。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供應天然氣通氣的城市達到���個，累計已建成
��,�0�公里中輸及主幹管網和���座儲配站（門站），儲配站（門站）設計日供氣能力為
��,��0,000立方米。

天然氣用戶

本集團天然氣供應用戶分為住宅、工商業及壓縮╱液化天然氣汽車加氣站。

住宅用戶

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完成接駁�,���,���戶天然氣住宅用戶（二零一二年度：�,�0�,��0
戶），較去年同期增長約��.0%。於本財政年度，住宅用戶平均支付的管道燃氣接駁費為
�,��0人民幣。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累計接駁的住宅用戶為�,���,���戶（二零一二年
度：�,���,���戶），較去年同期增長約��.�%，佔本集團所經營地區整體可供接駁住宅用
戶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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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用戶

中國政府一直鼓勵高耗能的工業用戶，逐漸採用天然氣等清潔能源來代替高污染的煤和
石油從而強化節能減排。與住宅用戶相比，工商業用戶用氣需求巨大，而單位燃氣銷售
所需的運營費用較低，因此，本集團在滿足住宅用戶燃氣需求之基礎上，加速接駁工商
業用戶。隨著本集團的「中心－衛星城市」發展戰略的持續推進，本集團將獲取更多工業
化城市、經濟開發區和工業園區的管道天然氣項目。該等新項目將成為本集團未來天然
氣銷售增長的強大動力之一。

在本財政年度，本集團接駁���戶工業用戶及�,���戶商業和公福用戶。截至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共有�,���戶工業用戶及��,���戶商業用戶，分別較去年同期增
長約��.�%和��.�%。工業用戶平均接駁費按照合同的日供應量平均��人民幣╱立方米╱
日計算，商業用戶的平均接駁費為每戶��,���人民幣。

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接駁費收入�,�00,���,000港元，佔本集團年度內總營業額的
比例約為��.�%，接駁費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壓縮天然氣╱液化天然氣加氣站

隨著國家節能減排政策的推廣以及天然氣供應短缺的逐步緩解，作為清潔能源的天然氣
成為汽車與運輸船舶燃料的重要選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四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國家發改委」）發佈了「天然氣利用政策」。在綜合考慮天然氣利用的社會效益、
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以及不同用戶的用氣特點等各方面因素，國家發改委將天然氣用戶
分為優先類、允許類、限制類和禁止類，從國家政策上進一步優化了天然氣消費結構，
提高利用效率，並首次強調優先發展汽車與內河、湖泊和沿海船舶等運輸領域的天然氣
利用。

集團將發展CNG╱LNG及清潔能源列為本集團持續發展的重要增長動力之一。作為跨區
域的綜合能源服務商，集團在發展CNG╱LNG及清潔能源方面具備得天獨厚的優越條
件。為了有效地發展汽車和船用天然氣加氣業務，本集團全資子公司—中燃清潔能源（深
圳）有限公司（「中燃清潔能源」）將聯合集團旗下城市燃氣項目公司，加強車、船用CNG
╱LNG加氣站項目的開發和建設力度，快速有效地擴展集團在天然氣加氣領域的市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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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通過中燃清潔能源這一投資平台，集團正加快省級清潔能源投資和縣、市級清潔能
源公司的市場分配，制定一系列符合本集團發展的市場開拓策略、商業模式、營銷策略
及定價策略。本集團項目公司將全面推進CNG╱LNG汽車加氣站的建設工作，以在「十
二五」末，爭取建成�,000座車船燃氣加氣站。

此外，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簽訂了全部收購富地燃氣之購股協議。富地燃氣
除了擁有��個城市管道天然氣和�個煤層氣開發項目，其具備LNG項目的開發經驗及豐富
的客戶資源，並擁有多項船用LNG引擎的專利與知識產權，以及先進的船舶油改氣及翻
新技術，與集團的CNG╱LNG開發產生戰略協同作用。

本集團現時已擁有CNG汽車加氣站���座和LNG汽車加氣站�座，較去年同期增長
��.�%，於本財政年度，車用壓縮天然氣銷量已佔集團年天然氣銷量的�.�%。

天然氣銷售

天然氣的經營收入來源於接駁費（為一次性收入）和天然氣銷售（基於燃氣銷售量）。

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共銷售�,���,���,000立方米天然氣，較去年同期增長��.�%。其
中���,���,000立方米天然氣售予住宅用戶，�,���,�0�,000立方米天然氣售予工業用戶，
���,�0�,000立方米天然氣售予商業、公福用戶，���,���,000立方米天然氣售予CNG╱
LNG汽車用戶。

於本財政年度，居民用氣佔集團天然氣總銷量的比例約為��.�%，工業用氣佔集團天然氣
總銷量的比例約為��.�%，商業用氣佔集團天然氣總銷量的比例約為��.�%，CNG╱LNG
汽車用氣佔集團天然氣總銷量的比例約�.�%。以工商業用氣為主的用戶結構使得集團
未來天然氣銷量的增長具有巨大的潛力，同時，政府對於工商業用氣寬鬆的價格管制環
境，使得集團更容易轉嫁上游天然氣價格的波動。

於本財政年度，集團錄得天然氣銷售收入�,���,���,000港元，佔本集團年度內總營業額
的比例約為��.0%，天然氣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約��.0%。

期內，集團對住宅用戶的天然氣平均售價（不含稅）為�.��人民幣╱立方米，對工業用戶
的平均售價（不含稅）為�.��人民幣╱立方米，對商業用戶的平均售價（不含稅）為�.��人民
幣╱立方米，對CNG╱LNG汽車用戶的平均售價（不含稅）為�.��人民幣╱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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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發展管道天然氣業務，但集團在部份管道天然氣暫時沒有到達的項目如撫
順、柳州、牡丹江仍然銷售管道煤氣或空混液化石油氣這一過渡性燃氣。本財政年度，
集團共銷售���,���,000立方米煤氣及空混液化石油氣。隨著上游天然氣逐漸進入這些城
市，集團過渡性燃氣銷售會呈逐漸縮小趨勢。

液化石油氣業務

本集團現擁有�個液化石油氣碼頭及��個液化石油氣分銷項目（未包括百江氣體控股有限
公司（百江氣體）擁有的液化石油氣分銷項目，本集團擁有百江氣體��%股權）。

於本財政年度，集團實現銷售液化石油氣���,���噸（未包括百江氣體於期內在終端市場
銷售的液化石油氣），較去年同期減少0.�%，實現銷售收入��.�億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0.�%。其中：批發業務銷量為���,���噸，同比增加�.�%；終端零售業務銷量為�00,000
噸，同比減少�.�%。期間毛利為���,���,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度：���,���,000港元），經
營性虧損為��,���,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度：經營性溢利�0,���,000港元）。全年總銷售量
中，合同銷售佔比達��%以上，從而使集團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由於國際液化石油氣價
格的波動帶來的不利影響，降低了液化石油氣批發業務的經營風險。

發展下游終端零售始終是集團液化石油氣業務的核心，也是決定集團液化石油氣市場競
爭力和盈利能力的關鍵因素。因此，加速終端零售網絡的建設並盤活中游存量資產是集
團液化石油氣業務近期的發展策略。集團的關注點將是繼續集中加強下游分銷能力，並
通過處置或貨幣化對非核心資產進行梳理，從而提升液化石油氣業務的整體盈利能力。

終端增值服務

開展增值業務是集團由燃氣分銷商向燃氣運營服務商轉型的核心戰略，也是行業市場和
企業發展的客觀需求。集團將通過豐富增值服務內容、提升營銷水平，逐步擴大增值業
務在集團整體運營收益中所佔的比重，完成由單一的燃氣產品服務，向一站式的多元
化、綜合能源服務，客戶服務的轉化，進一步提升集團運營服務網絡盈利能力和綜合競
爭力。

於本財政年度，集團繼續推行了廣告增值創收，燃氣具銷售，以及與中國平安保險、新
華保險、華泰保險、太平洋人壽等多家公司聯合開拓城市燃氣保險服務市場的等多項增
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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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我們優秀的員工是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我們一直堅持「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在人才
培養和團隊建設方面，集團本著「眼睛向內、培養人才，眼睛向外、廣招潛才」的理念，
建立健全人才引進及內部培訓機制，持續提高各級員工的職業素質和工作能力，積極為
員工創造知識交流與經驗分享的平台，通過提升員工的職業滿足感和完善的薪酬福利體
系來吸引和保留優秀的員工。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包含中裕燃氣和百江氣體）總員工數目約為
��,000人。本集團超過��.�%員工位於中國。員工薪酬按照員工的履歷及經驗來釐定，及
根據現時行業於營運當地的一般模式。除基本薪金及退休金供款外，部分員工根據本集
團財務業績及其個別表現，決定其可獲得酌情花紅、獎金及購股期權的數量。

集團管理與企業管治

本集團長期以來秉承以「規範化、標準化、制度化」的管理原則不斷提升企業管理運營水
平。同時，隨著企業規模的增長，經營區域的擴大，人員結構的變化以及燃氣行業的逐
漸成熟，集團不斷優化管理政策，繼續為管理完善的企業。於本財年，集團繼續貫徹實
施「經營重心下放、管理平台前移」的管控模式，推進分區域協調管理的工作，並成立區
域管理協調中心。將原來由集團總部職能部門行使的對項目公司具體監督、指導和服務
的功能，以及項目公司與當地政府及氣源氣價協調的工作授權區域管理中心來負責，集
團總部各部門則轉型，專注於全面預算管理、標準化管理、考核下的目標責任管理以及
未來發展戰略管理，最終形成「決策系統在總部，管理平台在區域，執行落實在公司」的
一體化管理系統。區域管理中心方案的實施，是集團管理模式的一次重要變革，是集團
實現更規範、高效、安全發展的需要，有效地提升集團決策效率。

集團在生產運營管理方面，積極推行精細化運營管理，持續加大對運營系統信息化的投
入，並積極鼓勵創新，在不斷提高運營管理標準的同時，逐步實現生產運營系統的標準
化管理向信息化管理的轉變，使集團的綜合運營水平得以持續提升；在衡量燃氣公司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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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管理水平的「輸差管理」方面，集團繼續保持在同行業領先水平。這不但為企業節省了
大量的運營成本，同時也提高了安全運營水平，創造了集團本財年無重大安全事故的好
成績。

在工程建設管理方面，集團通過建立規範化標準體系，強調工程建設與施工招標的分類
與分級管理，充分發揮區域管理中心的現場協調、監督和服務的職能；在加快工程建設
的同時，集團不斷強化工程建設的投資管理，遵循「嚴格效益標準，提高投資回報」的原
則，合理控制非生產必須性的工程建設投資規模，從而高效利用核心資產，創造最大回
報。

在本集團成長的同時，堅持不斷改善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集團承諾將通過自審和採納
獨立第三方的專業意見，將有效的並可持續執行的企業管治和內部管控措施納入企業發
展策略及風險管理的系統內，確保集團向著更高的管治及內控水平邁進。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

本集團的主營業務具備穩健增長的現金流之特性，加上一套有效及完善的資金管理系
統，在宏觀經濟發展和資本市場運作仍舊存在不確定因素的環境下，本集團始終保持業
務的穩定與健康運營。

截止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資產值為��,���,��0,000港元，與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比較，增加約��.0%；手頭現金為�,���,�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000港元）。本集團流動比率約0.��為（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0.��），
若扣除液化石油氣業務相關的進口信用證額及信託收據貸款共�,�0�,�0�,000港元，集團
流動比率約為�.0�；淨資產負債比率為0.��（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0.��），淨資產負
債比率之計算是根據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淨借貸�,��0,���,000港元（總借貸
��,���,���,000港元減液化石油氣業務相關的承兌匯票及信託收據貸款�,�0�,�0�,000港元
及銀行結餘及現金�,���,�0�,000港元）及淨資產��,���,��0,000港元計算。

本集團一直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政策。集團的備用現金大部份都以活期及定期存款存放
於信譽良好之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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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

本集團與中國（包括香港）及外資銀行建立長遠合作關係。國家開發銀行（CDB）作為本
集團的主要合作銀行，為本集團提供了最長期達��年的額度為�00億人民幣的人民幣與
外幣綜合信貸額度，為本集團的項目投資和穩定運營提供了強大的資金支持。於二零一
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集團於台灣與台灣銀行、野村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等��家銀行簽訂了
額度為�.�億美元的銀團貸款協議，以用於集團的燃氣項目發展。另外，亞洲開發銀行
（ADB）、中國工商銀行、中國交通銀行、中國建設銀行、荷蘭開發銀行、中國郵政儲蓄
銀行、中國農業銀行、招商銀行等國內外大型銀行亦有為本集團提供長期信貸支持。截
至二零一三年三月，共有超過�0家銀行為本集團提供銀團貸款及備用信貸，大部份銀團
貸款年期都超過五年，平均還款年期為九年；銀行貸款一般用作本集團營運與項目投資
資金。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組合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不超過一年 9,082,138  �,���,���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1,169,263  ���,0��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2,546,844  �,���,��0
五年後 3,146,603  �,���,���   

 15,944,848  ��,��0,���   

* 其中液化石油氣業務相關的承兌匯票及信託收據貸款為�,�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度：�,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總額為��,���,���,000港元，較
二零一二年增加�.�%，其中�,�0�,�0�,000港元為液化石油氣業務相關的貿易融資。

本集團之經營及資本性開支之來源乃由經營現金收入以及債務和股本融資撥付。本集團
有足夠資金來源滿足其未來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需求。

外匯及利率

由於本集團之現金、借貸、收入及開支均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結算，故並不預期有任
何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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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資產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抵押部份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
項，其賬面淨值分別為���,���,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000港元）
及��,���,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000港元）、投資物業其賬面淨值
為��,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0,000港元）、貿易應收款其賬面淨
值為��,���,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0��,000港元）、存貨賬面淨值為
���,��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已抵押銀行存款為��0,���,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0,���,000港元）及部份附屬公司抵押其他附屬公司的股本投資
予銀行，以獲得貸款額度。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就已訂約收購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物業、廠
房及設備及建築材料合同分別作出為數�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000港元）及��,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000港元）之資本
承擔，需要動用本集團現有現金及向外融資。本集團已承諾收購部份中國企業股份及於
中國成立中外合資企業。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本集團與富地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富地中國」）及豐益國際
有限公司（「豐益國際」）訂立收購協議，據此，本集團將收購富地燃氣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富地燃氣」）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00,000,000美元（相等於約�,��0,000,000港元）
（「收購事項」）。富地中國為持有富地燃氣已發行股本��%之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董
事總經理劉明輝先生（「劉先生」）及富地中國均於China Gas Group Limited （「CGGL」）已
發行股本總額中擁有�0%權益。CGGL擁有���,���,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額約�.��%。此外，劉先生曾就收購事項與富地中國進行商討。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A.��(�)(a)條，就收購事項而言，富地中國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
規則第��A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及須遵守上市規則第��A章項下有關獨
立股東批准及申報及公佈規定。豐益國際為持有富地燃氣已發行股本��%之投資控股公
司，其控股股東為本公司之獨立第三方。富地燃氣之附屬公司從事天然氣批發及零售分
銷業務，天然氣加氣，上游煤層氣業務，向公共客運車輛供應液化石油氣，以及於長三
角開發液化石油氣雙燃料船舶加氣業務。有關交易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八日舉行之股東
特別大會上經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有關交易亦須獲中國商務部反壟斷局的重大批准。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繳付任何按金且有關交易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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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年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除守則條文A.�.�外，要求非執行董事
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全體現任非執行董事均無特定委任年期，但須
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退任並膺選連任。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之標準守則，而本公司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財政年度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要求。

審閱年度業績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以及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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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刊登資料

本業績公佈須分別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之網址www.hkex.com.hk
中「最新上市公司公告」及本公司網址www.chinagasholdings.com.hk中「公告」刊登。本公
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將約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前後寄發予
股東，並按規定刊登於香港交易所及本公司之網站。

代表董事會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劉明輝
執行主席

香港，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劉明輝先生、梁永昌先生、龐英學先生、朱偉偉先生、馬金龍先生及陳
新國先生為執行董事；馮卓志先生、P K JAIN先生及俞柾准先生（替任董事為金容仲先生）
為非執行董事；趙玉華先生、毛二萬博士、黃倩如女士、何洋先生及陳燕燕女士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