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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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NOPEC KANTONS HOLDINGS LIMITED
（中石化冠德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34）

中期業績公告

中石化冠德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本公告之財務數據
（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比較數字）均摘自已經過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審閱的二零一七年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



2

簡明合併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944,607 862,716

銷售成本 (396,628) (566,090)
  

毛利 547,979 296,626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入淨額 37,524 36,824

分銷成本 (5,468) (9,345)

行政費用 (63,204) (69,695)
  

經營溢利 5 516,831 254,410

融資收入 2,795 7,167

融資開支 (88,110) (110,760)

應佔下列公司業績：
－聯營公司 79,270 69,278

－合資公司 339,865 346,440
  

除所得稅前溢利 850,651 566,535

所得稅開支 6 (147,392) (54,083)
  

本期間溢利 703,259 512,452
  

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04,121 512,953

非控制性權益 (862) (501)
  

703,259 512,45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以每股港仙列示） 8 28.32 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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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 703,259 512,45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獲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於換算時之匯兌差額
－附屬公司 140,430 (79,734)

－聯營公司 20,435 (13,206)

－合資公司 240,558 (46,837)
  

401,423 (139,777)
  

現金流量套期
－聯營公司 (3,657) (5,186)

－合資公司 (20,416) (21,740)
  

(24,073) (26,92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377,350 (166,703)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080,609 345,749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81,471 346,250

非控制性權益 (862) (50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080,609 34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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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910,335 6,872,274

投資物業 62,144 62,55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78,286 681,92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46,293 710,784

於合資公司之權益 6,904,139 6,460,197
  

非流動資產總值 15,301,197 14,787,730
  

流動資產
存貨 14,958 15,58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039,411 1,173,2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7,756 323,206
  

流動資產總值 1,302,125 1,512,076
  

  

總資產 16,603,322 16,299,806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48,616 248,616

儲備 10,308,219 9,313,76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0,556,835 9,562,380

非控制性權益 37,530 38,392
  

總權益 10,594,365 9,600,772
  



5

於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項負債 117,377 99,800

借貸 2,822,808 3,353,791

政府補貼 20,697 13,178
  

非流動負債總額 2,960,882 3,466,76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829,158 943,577

借貸 2,128,414 2,273,812

應付所得稅 90,503 14,876
  

流動負債總額 3,048,075 3,232,265
  

  

總負債 6,008,957 6,699,034
  

  

總權益及負債 16,603,322 16,29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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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注

1 一般資料

中石化冠德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其註冊辦公室地址及主要營業地址分別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及
香港銅鑼灣威非路道 18號萬國寶通中心 34樓。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主要從事經營提供原油碼頭服務及天然氣管道運輸服務。本集團的聯營公
司及合資公司主要從事經營原油及石油產品碼頭及其附屬設施、提供物流服務包括倉儲、運輸及碼頭服務。

除非另有說明，此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此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已獲董事會於二
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一併閱讀。

2.1 持續經營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負債淨額約 17.46億港元，主要是由於自中國石化盛駿國際投資有限
公司（「盛駿」）提取約 21.28億港元相對較低利息之短期循環貸款，以結算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完成收購榆濟
管道公司全部股權的應付代價。此短期循環貸款為中石化集團內之公司提供的融資安排。

於編製簡明合併中期資料中採納持續經營基準時本公司董事會已考慮（其中包括）內部產生的資金及本集團
可供使用的財務資源。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本集團已重續由盛駿提供的短期循環貸款額度約 5億美元（相
等於約 39億港元），其中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使用額度約為 2.27億美元（相等於約 17.72億港元），而
該貸款額度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屆滿。待達成若干條件後，盛駿確認其意向，於並無不可預見
的情況下，預計將可重續該短期融資額度。

根據上文所述，本公司董事相信本集團於可見將來（自本報告期末起計不少於十二個月）有充足資源繼續其
營運。因此，本公司董事會於編製此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時繼續採納持續經營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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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2.2 天然氣管道的可使用期限的會計估計變動

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天然氣管道的可使用期限已由 20年改為 30年，以反映管道的實際條件及
提供本集團更為可靠及相關的資料。有關變動已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應用。

因此，採用天然氣管道的估計可使用期限的變動對過往年度並無影響。上述變動的影響概述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全面收益表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折舊減少 53,629

所得稅開支增加 13,407

本期間溢利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 40,222



8

3 會計政策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該等會計政策已在
年度財務報表中詳述，惟本集團新採納與本集團經營業績相關並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執
行之準則修訂除外。

a)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b) 已發佈但本集團尚未採納的準則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客戶合同收益」建立了一個綜合框架，通過五步法來確定何時確認收入以及應當
確認多少收入。此準則還對合同成本的資本化以及許可安排提供了具體指引，規範了企業與客戶簽訂合同
產生收入及現金流的性質、金額、時間以及不確定性的披露要求。核心原則為主體須確認收入，以體現向
客戶轉讓承諾貨品或服務的數額，並反映主體預期交換該等貨品或服務而應得的對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以後期間生效。本集團將於未來 6個月對其影響作更詳細的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更新了有關租賃的定義及合同的合併與拆分等問題的指引。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16號規定，如果合同中規定或包含了以對價換取一定期間內某項可辨認資產的使用權利，則可將其
定義為租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的規定，除短期租賃和低值資產租賃外，在所有租賃合同中承
租方均需將其確認為一項負債，用以反映與該租賃相關的未來租賃付款和所獲取的相關「資產使用權」。出
租方的會計處理與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規定的核算方法基本保持一致。此準則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內首個中期期間生效。於現階段，本集團無意於其生效日期前採納該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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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

本集團根據業務系列（產品及服務）劃分之分部管理其業務。本集團按照符合向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用於
資源配置及評估表現之內部資料匯報之方式，確認三個須報告分部，即提供原油碼頭及儲存服務、提供船舶租
賃及運輸服務以及提供天然氣管道運輸服務。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經營分部」之整合標準之所有經營分
部由本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者確認，整合至本集團之須報告分部。

– 原油碼頭及儲存服務：此分部提供原油運輸、卸貨、儲存及其他油輪碼頭服務。目前，本集團於此分部之
業務乃於中國、歐洲及中東進行。

– 船舶租賃及運輸服務：此分部為提供船舶租賃作液化天然氣及原油運輸。目前，本集團於此分部之業務乃
主要於中國、澳洲及巴布亞新幾內亞進行。

– 天然氣管道運輸服務：此分部透過位於中國的天然氣管道提供運輸服務。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各分部間資源配置而言，本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者按以下基準監控各須報告分部之業績、資
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資產，惟並不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投資物業、來自合資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之應收股
息、預付土地租賃款項、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未分配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分部負債不包括未分配應付賬
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借貸及遞延所得稅項負債。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決定根據所屬分部呈列分部資產、分
部負債、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的業績。上一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已按需要重新分類以確保與本年度之列報方式
一致。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收入及開支乃參照分部產生之收入及開支或因分部應佔之資產折舊或攤銷而產生者，分配至各須報告分部。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表示方法為「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包括分部產生之經營溢利及分部直接應佔融資開
支。未分配其他收入、未分配其他融資收入、未分配折舊及攤銷、及其他企業開支或收入等不專屬於個別
分部之項目不計入分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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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除取得有關分部業績之分部資料外，管理層亦獲提供有關銀行存款利息、折舊及攤銷，以及分部用於其經
營之資本支出之分部資料。

就本集團須報告分部向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所提供用於資源配置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資料載列如下：

(i) 於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原油
碼頭及

儲存服務

船舶
租賃及

運輸服務

天然氣
管道

運輸服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280,079 – 664,528 944,607
    

分部業績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124,551 – 352,993 477,544

－聯營公司 75,245 4,025 – 79,270

－合資公司 319,524 20,341 – 339,865
    

519,320 24,366 352,993 896,679
   

未分配其他企業開支 (46,028)
 

除所得稅前溢利 850,651

所得稅開支 (147,392)
 

本期間溢利 703,259
 

其他分部項目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23 – 2,565 2,788

折舊及攤銷 (74,684) – (128,242) 202,926

資本開支 (64,287) – (110) (6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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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
碼頭及

儲存服務

船舶
租賃及

運輸服務

天然氣
管道

運輸服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2,417,347 – 5,261,097 7,678,444

－聯營公司 672,608 73,685 – 746,293

－合資公司 6,101,761 802,378 – 6,904,139
    

9,191,716 876,063 5,261,097 15,328,876
    

未分配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7,75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30,171

－投資物業 62,144

－來自合資公司之應收股息 230,13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17,573

－物業、廠房及設備 86,670
 

1,274,446
 

 

總資產 16,603,322
 

分部負債 161,640 – 2,945,489 3,107,129
    

未分配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656,037

－借貸 2,128,414

－遞延所得稅項負債 117,377
 

2,901,828
 

 

總負債 6,008,957
 

4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i) 於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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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ii)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原油
碼頭及

儲存服務

船舶
租賃及

運輸服務

天然氣
管道

運輸服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282,543 95,642 484,531 862,716
    

分部業績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126,469 12,541 35,719 174,729

－聯營公司 65,428 3,850 – 69,278

－合資公司 343,811 2,629 – 346,440
    

535,708 19,020 35,719 590,447
   

未分配其他企業開支 (23,912)
 

除所得稅前溢利 566,535

所得稅開支 (54,083)
 

本期間溢利 512,452
 

其他分部項目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62 3,978 3,097 7,137

折舊及攤銷 (76,359) (708) (189,310) (266,377)

資本開支 (9,347) (25) (1,667) (1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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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
碼頭及

儲存服務

船舶
租賃及

運輸服務

天然氣
管道

運輸服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2,244,228 – 5,512,290 7,756,518

－聯營公司 640,463 70,321 – 710,784

－合資公司 5,735,727 724,470 – 6,460,197
    

8,620,418 794,791 5,512,290 14,927,499
    

未分配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3,20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44,286

－投資物業 62,555

－來自合資公司之應收股息 236,05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20,279

－物業、廠房及設備 85,928
 

1,372,307
 

 

總資產 16,299,806
 

分部負債 122,304 – 3,429,529 3,551,833
    

未分配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773,589

－借貸 2,273,812

－遞延所得稅項負債 99,800
 

3,147,201
 

 

總負債 6,699,034
 

4 分部報告（續）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ii)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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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b) 按地區劃分之資料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中國 944,607 862,716

  

資本開支
－香港 – 25

－中國 64,397 11,014
  

64,397 11,039
  

於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中國 11,753,607 11,426,023

－歐洲 1,375,994 1,250,990

－印尼 704,184 706,480

－香港 901,753 821,368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564,822 582,032

－其他 837 837
  

15,301,197 14,787,730
  

總資產
－中國 12,694,627 12,557,960

－歐洲 1,375,994 1,250,990

－印尼 811,617 813,589

－香港 1,155,425 1,094,398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564,822 582,032

－其他 837 837
  

16,603,322 16,29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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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c) 主要客戶

就分類報告的披露而言，一名客戶（包括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分公司及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廣州分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名客戶，包括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然
氣分公司及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的原油碼頭服務、船舶租賃服務及天然氣管道運輸服務
交易額超過本集團收入的 10%，達 905,08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99,323,000港
元）。此客戶主要於中國營運。

5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066 (429)

折舊及攤銷 (211,000) (276,909)

經營租賃費用：最低租賃款項
－船舶租賃 – (38,520)

－天然氣儲氣庫租賃 (27,542) (61,216)

－物業租賃 (6,528) (4,209)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c) 118,236 36,870

－香港利得稅 (b) 2,767 (455)

－預扣稅 (d) 11,300 19,766
  

132,303 56,181

遞延所得稅計入╱（扣除） 15,089 (2,098)
  

147,392 54,083
  

(a) 本公司根據百慕達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因此獲豁免繳納百慕達所得稅。

(b) 香港利得稅按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估計應課稅溢利的 16.5%（二零一六年：
16.5%）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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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續）

(c)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規則及法規釐定的本集團應課稅收入的法定所得稅率 25%（二零
一六年：25%）。

(d)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以後，於中國成立的外資企業賺取的溢利中進行的股息分派須按 5%或 10%的稅率繳
納企業預扣所得稅。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中國的附屬公司、合
資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未分派溢利按 5%或 10%的稅率計提預扣所得稅。

7 股息

(a)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宣派中期股息 124,308 87,016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董事會決議宣派每股普通股 5.0港仙（二零一六年：每股普通股 3.5港仙）之中
期股息。該中期股息尚未於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內確認為負債。其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股東權益內確認。

(b) 涉及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 87,016,000港元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悉數派付（二零一六
年︰62,154,000港元）。

8 每股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704,121 512,953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 2,486,160 2,486,16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仙） 28.32 20.63
  

由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不存在任何具攤薄影響的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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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一間中間控股公司及一間同系附屬公司 616,549 576,634

－應收票據 69,064 55,998

－其他 701 1,704
  

686,314 634,336
  

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一間中間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71,515 250,423

－應收合資公司管理費用 – 3,420

－應收合資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股息 230,132 236,053

－其他 51,450 49,054
  

353,097 538,950
  

  

1,039,411 1,173,286
  

本集團向其客戶授予 30日至 90日或自收費日期起計一年之信貸期。

應收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



18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經已逾期但並無減值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逾期 237,168 294,233
  

逾期少於 1個月 68,903 70,176

逾期 1至 3個月 162,429 147,729

逾期超過 3個月但少於 12個月 217,814 122,198
  

已逾期金額 449,146 340,103
  

686,314 634,336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約 449,14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340,103,000港元）已逾期但並無減值，乃由於並無拖欠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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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同系附屬公司 11,710 14,873

－其他 19,386 36,452
  

31,096 51,325
  

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一間直接控股公司、一間中間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17,845 743,536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93,177 148,716

－應付股息 87,040 –
  

798,062 892,252
  

  

829,158 943,577
  

應付賬款結餘於一年內償還。

應付一間直接控股公司、一間中間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為無抵押及免息，於要求時償還。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如下：

於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或須於要求時償還 31,096 51,259

1個月後但 3個月內償還 – 66
  

31,096 5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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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二零一七年中期現金股息每股 5.0港仙予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五）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截止過戶日期

本公司將自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付建議之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
必須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22樓本公司
之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股息支票將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三）前後寄出。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及展望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總體保持穩中向好走勢，特別是中國政府積極推廣應用清潔能源，
促進了國內天然氣市場需求，給本集團天然氣管道運輸業務創造了相對較好的市場環境；此外，
由於中國原油產量下降、原油進口量持續增長，也給本集團進一步做大油品碼頭業務創造了條
件。在較為有利的市場環境下，本公司董事會帶領全體員工，積極因勢利導，努力開拓市場、聯
繫客戶，積極做大經營總量；同時，注重加強安全生產和風險管控，確保生產設施平穩運行，取
得了較好的經營業績。上半年，本集團合併營業收入約為9.45億港元，同比增加約9.49%；本期間
溢利約為 7.03億港元，同比增加約 37.23%。董事會建議派發二零一七年中期現金股息每股 5.0港
仙，同比增加約 42.86%。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雖然中國天然氣市場需求總體呈增長勢態，但不同季節、不同省份和區域的
市場供需情況仍呈現較大差異，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石化榆濟管道有限責任公司（「榆濟管道公
司」）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積極開拓新市場，挖掘新客戶；努力加快推進輸送站場的升級改造，
提升管輸能力，天然氣管輸量獲得了顯著增加，並帶動經營業績大幅提升。上半年，榆濟管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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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天然氣管輸量約為20.63億立方米，同比大幅增加約52.36%；實現分部業績約為3.53億港元，同
比大幅增長約為 888.25%。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惠州大亞灣華德石化有限公
司（「華德石化」）充分利用下游最大客戶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化」）廣州分公司（「廣
州石化」）煉油裝置完成檢修、恢復正常運營的有利時機，積極做大經營總量。上半年，華德石化
接卸油輪 48艘，完成原油接卸約 639萬噸，同比增加約 14.11%；輸送原油約 627萬噸，同比增加
約 10.19%。上半年，由於受人民幣匯率變化等因素的影響，華德石化實現分部業績約為 1.25億港
元，同比下降約 1.52%。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在中國政府繼續擴大放開地方煉油企業進口原油配額、中國原油進口量繼續
保持穩步增長的情況下，本集團下屬的油品碼頭聯營公司和合資公司，積極採取多措並舉的經營
策略，通過加強市場開拓爭取貨源、加強船舶調度提高運轉效率、加強疏運組織提高周轉速度，
同時積極完善基礎配套設施建設，努力提高碼頭吞吐量。上半年，本集團下屬的湛江港石化碼頭
有限公司（「湛江港碼頭」）、青島實華原油碼頭有限公司（「青島實華」）、寧波實華原油碼頭有限公
司（「寧波實華」）、日照實華原油碼頭有限公司（「日照實華」）、天津港實華原油碼頭有限公司（「天
津實華」）和唐山曹妃甸實華原油碼頭有限公司（「曹妃甸實華」）（合稱「國內六家碼頭公司」）合計碼
頭吞吐量約為 1.12億噸，同比增長約 12.00%。雖然上半年合計碼頭吞吐量繼續保持穩步增長，但
由於受人民幣匯率變化以及部分下屬碼頭合資公司享受的所得稅優惠稅率已經期滿等因素影響，
國內六家碼頭公司合計投資收益約 3.73億港元，同比下跌約 3.12%。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兩個液化天然氣（「LNG」）船舶運輸項目的工作重心正逐步由LNG船
舶建造轉為船舶運營。上半年，巴布亞新幾內亞LNG項目（「PNGLNG」）項下已投入運營的兩條
LNG船共完成了 13個航次，來自中國東方液化天然氣運輸投資有限公司（「中國東方」）投資收益約
為403萬港元，同比增長約4.55%。澳大利亞太平洋LNG項目（「APLNG」）項下目前已有三條LNG

船投入運營，上半年共完成了 12個航次，來自中國能源運輸投資有限公司（「中國能源」）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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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 2,034萬港元。預計在未來的一年時間內，APLNG項下還將有另外三條LNG船舶陸續投入運
營。隨著APLNG和 PNGLNG項下合計八條LNG船全部投入運營，LNG船舶運輸業務將會創造更
多的投資收益，將勢必成為本集團又一個新的效益增長點。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東地區油品倉儲市場形勢發生了一定的轉變，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受此影
響，本集團下屬的富查伊拉油品倉儲公司（「富查伊拉公司」）罐容出租率一度出現了下滑。在此形
勢之下，富查伊拉公司一方面密切跟蹤分析市場形勢，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努力開拓市場，挖
掘新客戶，彌補罐容出租率下降；另一方面，積極優化運營架構，強化成本管控，改善企業盈利
水平。上半年富查伊拉公司實現投資收益約為 1,297萬港元，同比增加約 37.25%。二零一七年上
半年，本集團下屬的歐洲Vesta Terminals B.V.（「Vesta」）繼續通過成本管控和市場開拓來積極應
對地緣政治形勢變化給企業經營所帶來的挑戰。上半年Vesta實現投資收益約為 928萬港元，同比
下跌約 38.46%。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公司總體經營形勢喜人，取得了較好的經營業績。展望下半年，我們將努
力把握經營形勢可能出現的各種變化和挑戰，揚長避短、攻堅克難、開拓創新，繼續積極做大經
營總量，力爭超額完成全年生產經營目標，以優異的經營業績來回饋股東、員工和社會。

收入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收入約為 944,60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862,716,000港元），
比上年同期增長約 9.49%，主要得益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榆濟管道公司管輸
量和收入大幅增加。

銷售成本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銷售成本約為 396,62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566,090,000港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約 29.94%。銷售成本下降主要是由於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參照二零
一六年十月九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發的《天然氣管道運輸定價成本監審辦法（試行）》
（「成本監審辦法」），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榆濟管道公司相應調整了固定資產折舊年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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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然氣管道使用年限由之前 20年調整為 30年，導致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榆濟管道公司折舊費用大
幅下降；第二，參照成本監審辦法的文件精神，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榆濟管道公司租賃的
中國石化天然氣分公司（「中石化天然氣分公司」）儲氣庫使用年限由原先的 14年調整為 30年，從而
使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按照儲氣庫實際發生成本所支付的儲氣庫租金大幅下降；第三，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由於本集團沒有開展期租船業務，故沒有該項業務相關成本發生。

毛利、經營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和本期間溢利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毛利約為 547,97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296,626,000港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約 84.74%；經營溢利約為 516,83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254,410,000港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約 103.15%；除所得稅前溢利約為 850,65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566,535,000港元），比上年同期增加約 50.15%；本期間溢利約為 703,25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
半年：512,452,000港元），比上年同期增加約 37.23%。毛利、經營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和本期
間溢利的大幅增加，一方面是由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隨著榆濟管道公司天然氣管輸量大幅增加，
帶動其經營業績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是由於受天然氣管道和儲氣庫資產折舊年限的調整，導致榆
濟管道公司折舊費和儲氣庫租賃費同比大幅降低。

目前，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正在按照成本監審辦法對榆濟管道公司進行管輸價格審核。本集團將在
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正式下發新的天然氣管輸收費標準後執行新的天然氣管道運輸價格。

分銷成本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分銷成本約為5,46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9,345,000港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約 41.49%。分銷成本下降主要是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人員結構的變化以及員工
人數略有下降、導致員工薪酬費用有所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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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費用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行政費用約為 63,20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69,695,000港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約 9.31%，主要是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加大了成本監控力度、行政費用
有所下降；其次是由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華德石化修理費用有所降低。

融資收入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融資收入約為 2,795,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7,167,000港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約 61.00%，主要是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定期存款額減少導致利息收入下降所
致。

融資開支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融資開支約為 88,11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110,760,000港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約 20.45%，主要是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加大了還貸力度、利息開支下
降所致。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約為 79,27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69,278,000港元），比上年同期增加約14.42%，主要是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下屬的聯營公司湛
江港碼頭取得了較好的經營業績。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所得稅開支約為 147,39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54,083,000港
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約 172.53%，主要是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榆濟管道公
司應納稅利潤大幅增加所致。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比率（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約為 0.43（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0.47）；而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約為 36.19%（於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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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約為 1,039,411,000港元（於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73,286,000港元），比上年末減少約 11.41%，主要是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
集團加大了應收賬款管理和催繳力度。

資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共約 247,756,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23,206,000港元），比上年末減少約 23.34%，主要是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
加大了還貸力度、使得所持現金有所減少。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共約 829,158,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943,577,000港元），比上年末減少約 12.13%，主要是按照本公司全資子公司
經貿冠德發展有限公司（「經貿冠德」）與中國石化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就收購榆濟管道公司
全部股權所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自股權評估基準日至股權交割日期間所產生的損益（「期間損
益」）歸屬中國石化所有，此項收購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故上半年榆濟管道公司
償還了中國石化期間損益後使得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有所下降。有關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
項詳情，請參見本公告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0。

借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貸共約 4,951,222,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627,603,000港元），比上年末下降約 12.02%，主要是上半年本集團加大了還貸力度。

儲備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儲備約為 10,308,219,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313,764,000港元），比上年末增加約 10.68%，主要是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經營業績大幅提
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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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榆濟管道公司（作為出租人）及中國石化非全資擁
有附屬公司山東省天然氣管道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承租人）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
期三個年度租賃位於山東省的一項物業訂立租賃框架協議（「租賃框架協議」）。訂立租賃框架協議
構成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A章下一項
持續關連交易，詳細情況請參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的公告。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除了本公告已披露的情況外，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沒有任何其他
的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與匯率變化相關的風險

本公司通過全資附屬公司、合資公司和聯營公司分別在中國、歐洲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經營石化
倉儲、碼頭和物流業務，這些公司的經營收入分別為人民幣、歐元和美元，隨著人民幣、歐元和
美元兌港元匯率的波動，可能對本集團產生一定的匯兌風險。

另外，本集團就拓展石化倉儲、物流業務簽署了多項協議。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九日，本集團收購
了 PT. West Point Terminal（「PT. West Point」）95%股份，並就在印度尼西亞合資興建 260萬立方
米油品倉儲及碼頭設施項目簽署了《股東協議》。按照《股東協議》，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應承擔最大不超過 144,685,000美元餘額的出資義務；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就
APLNG項下一期六艘LNG船舶建造簽訂了《船舶發起人承諾》。按照《船舶發起人承諾》，於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船舶建造所需承擔的股東貸款及成本超支將最大不超過 45,209,290

美元餘額的出資義務。隨著項目的推進和時間的推移，本集團將按照上述協議履行相應的出資義
務。隨著相關貨幣匯率的變化，相應支付的港元數額可能與協議簽署日相應匯率水平下的港元數
額存在一定的差異。

除上述之外，本集團並無承擔其他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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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或有負債和資產抵押情況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有關本集團或有負債和資產抵押情況具體如下：

擔保方 擔保對象 協議名稱 擔保條款內容 協定簽署日 擔保期限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擔保餘額

本公司 經貿冠德 有關Vesta的
《發起人支持
協議》

經貿冠德將按照協議規定的條
款向Ves t a提供發起人支持貸
款。經貿冠德提供貸款義務由
本公司擔保

二零一六年
五月二十四日

直至有關貸款
全數清還

不多於
1,900萬歐元

本公司 經貿冠德註 有關富查伊拉
公司的《發起人
支持協議》

經貿冠德將按照協議規定的條
款向富查伊拉公司提供發起人
支持貸款。經貿冠德提供貸款
義務由本公司擔保

二零一五年
六月十四日

直至有關貸款
全數清還

3,000萬美元

經貿冠德 PT. West

Point

印尼巴淡
《土地租賃協議》

如 PT. West Point未能向土地
出租方根據《土地租賃協議》
項下到期應付之任何土地租賃
費，經貿冠德承諾將應要求支
付該等未付金額乘以其於 PT . 

West Point之股權比例所得出
之金額

二零一二年
十月九日

合同生效日至
生效日後 30年
內

509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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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方 擔保對象 協議名稱 擔保條款內容 協定簽署日 擔保期限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擔保餘額

本公司 六家LNG船舶
資產公司

有關APLNG項下
之投資建造六艘
LNG船 舶 涉 及 的
《船舶發起人承諾》

本公司為冠德國際投資有限公
司按股比提供股東貸款以及承
擔LNG船舶建造可能產生的潛
在超支成本提供擔保

二零一三年
四月二十八日

合同生效日至
二零三二年六
月十八日

4,521萬美元

註： 為支持富查伊拉公司開展項目融資，經貿冠德簽署了《發起人支持協議》，並按照協議條款規定在一定條件下為
富查伊拉公司提供發起人支持貸款，該發起人支持貸款由本公司提供擔保。此外，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六日，經
貿冠德還相應簽署了《股票抵押協議》，按照該協議，經貿冠德將其持有的富查伊拉公司50%股份抵押予為富查伊
拉公司提供項目貸款的銀行，直至有關銀行貸款全數清還。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沒有為其他公司提供任何財務資助、擔保以及抵押
股份等情況。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245人。僱員報酬包括基本薪金、花紅及實物福利，
其結構參考不同地區的市場條件、人力資源成本趨勢以及僱員的貢獻（根據其考核）而擬定。本集
團亦會視乎盈利情況和僱員工作表現酌情發放花紅以激勵員工做出更大的貢獻。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按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劵中擁
有任何權益或淡倉，而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保存之登記冊內，或根據上市規則附
錄十載列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由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
人員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29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除下文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不包括董事及本公司最
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336條保存之登記冊內：

股東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普通股數量
佔已發行股份
大約百分比

中石化冠德國際有限公司註 實益擁有人 1,500,000,000(L) 60.33%(L)

註： 中石化冠德國際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中國國際石油化工聯合有限責任公司（「聯合石化」）持有，而聯合
石化註冊資本的控制性權益最終由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石化集團公司」）持有。

公司管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
則》的適用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制訂和實施任何購股權計劃。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任審核委員會之主席。審核委
員會與管理層及外部核數師審閱本公司之會計準則及實施情況，並討論（其中包括）審核、內部控
制、風險管理、內部審計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財務報告。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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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執行董事組成，其中一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任薪酬委員會之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執行董事組成，其中一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任提名委員會之主席。

證券交易守則

有關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本集團已採納一套不比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寬鬆的行為守則。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有董事確認其已遵守標準守則。

足夠的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從公開途徑所取得的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均維持上市規則規定的足夠公眾持股量。

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中期業績

上市規則附錄 16節 46段所規定的財務及其他數據將會在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
網站 (www.sinopec.com.hk)上刊發。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在相同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中石化冠德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波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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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陳 波先生（主席）
項習文先生（副主席）
戴立起先生
李建新先生
王國濤先生
葉芝俊先生（董事總經理）

獨立非執行董事
譚惠珠女士
方　中先生
黃友嘉博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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