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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35）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
市場。有意投資者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
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
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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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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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
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對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各董事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
份，且無遺漏任何事實，足以令致本公告及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 2 —

財務摘要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收益 1,623,293 1,231,065 +32%

毛利 248,092 167,444 +48%

年內溢利 113,699 73,127 +55%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 1.0港仙 0.6港仙 0.4港仙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總資產 2,463,872 1,454,064 +69%

總權益 629,357 493,491 +28%

總負債 1,834,515 960,573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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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計之合併業績，並與二零一一年同期
資料相比較：

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623,293 1,231,065
銷售成本 5 (1,375,201) (1,063,621)

毛利 248,092 167,444
減值回撥 — 淨值  — 40,489
其他收入、所得 — 淨值 4 (5,361) 24,534
行政開支 5 (102,441) (126,096)

140,290 106,371
利息豁免 6 11,902 —
財務費用 7 (3,889) (12,372)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6 (351)

除稅前溢利 148,319 93,648

所得稅 8 (34,620) (20,521)

年度溢利 113,699 73,127

應佔溢利：
— 本公司擁有人 111,238 71,380
— 非控制性權益 2,461 1,747

113,699 73,127

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溢利 10
— 基本（港仙） 1.0港仙 0.6港仙
— 攤薄（港仙） 1.0港仙 0.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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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收益
年內溢利 113,699 73,127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22,167 18,152

其他綜合收益總額 22,167 18,152

年內綜合收益總額 135,866 91,279

應佔綜合收益：
— 本公司擁有人 132,894 89,100
— 非控制性權益 2,972 2,179

年內綜合收益總額 135,866 9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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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44,630 41,628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45,267 645,289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14,445 13,891
遞延所得稅資產 5,441 6,423

1,609,783 707,231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67,199 46,937
存貨 48,462 38,09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1 279,067 226,335
應收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7,803 —
已抵押銀行存款 6,154 1,18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5,404 431,467

854,089 744,016

持有作出售之資產  — 2,817

854,089 746,833

總資產 2,463,872 1,454,06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
股本
— 普通股 59,928 59,928
— 可換股優先股 170,000 170,000
— 可贖回優先股 430,000 430,000
股本溢價 424,737 424,737
其他儲備 12 121,946 100,290
累計虧損 (592,238) (703,476)

614,373 481,479
非控制性權益 14,984 12,012

總權益 629,357 493,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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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17,810
借貸 263,773 10,000
衍生金融工具 11,605 —

275,378 27,81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3 611,204 534,361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365,153 59,771
當期所得稅負債 51,925 41,005
借貸 530,855 297,626

1,559,137 932,763

總負債 1,834,515 960,573

總權益及負債 2,463,872 1,454,064

流動負債淨額 (705,048) (185,93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04,735 52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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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非控制性

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結餘 659,928 424,737 61,207 (779,619) 366,253 9,833 376,086

綜合收益
年內溢利  —  —  — 71,380 71,380 1,747 73,127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  — 17,720  — 17,720 432 18,152

年內綜合收益總額  —  — 17,720 71,380 89,100 2,179 91,279

與所有者交易
確認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  —  — 26,126  — 26,126  — 26,126
轉撥至累計虧損  —  — (4,763) 4,763  —  —  —

與所有者交易總額  —  — 21,363 4,763 26,126  — 26,126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659,928 424,737 100,290 (703,476) 481,479 12,012 493,491

綜合收益
年內溢利 —  —  — 111,238 111,238 2,461 113,699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  — 21,656  — 21,656 511 22,167

年內綜合收益總額 —  — 21,656 111,238 132,894 2,972 135,866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659,928 424,737 121,946 (592,238) 614,373 14,984 629,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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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於1999年10月8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其主要經營場所位於香港銅鑼灣
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二座32樓3205-07室。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合稱為本集團。

就本財務報表，董事視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泰達」）為最終控股公司。

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創業板上市。

2. 重大會計準則概要

財務報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法編制。

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備財務報表，須要使用若干關鍵的會計估計，亦需要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
政策的過程中作出判斷。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705百萬港元。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依
賴於目前有效之財務資源。鑒於本集團預期之財務表現及經營活動產生之淨現金流量、有效的銀行安
排及泰達於年度結束後提供之書面確認函， 表示如有需要，同意將應付其款項於到期時延長十二個月期
間，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可全數履行於可預見未來到期之財務責任，且不會大規模縮減經營業務。
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之假設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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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及披露變更

(a) 於本年內生效並已獲本集體採納之修訂和詮釋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27號（修訂本） 合併和單獨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34號（修訂本） 中期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3號（修訂本）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會計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14（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的預付款
香港（國際會計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19 以股本工具取代金融負債

(b) 已頒佈且與本集團相關，但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未生效且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之
會計準則修訂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報 3

香港會計準則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的收回 2

香港會計準則19號（修訂本） 僱員福利 4

香港會計準則27號（2011年經修訂） 單獨財務報表 4

香港會計準則28號（2011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4

香港會計準則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 —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相互抵消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號（修訂本） 披露 — 金融資產的轉讓 1

香港會計準則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抵消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號 金融工具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號（修訂本）

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號 合併財務報表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1號 合營安排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2號 其他實體的權益的披露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3號 公允值計量 4

1 生效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會計年度
2 生效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會計年度
3 生效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會計年度
4 生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會計年度
5 生效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會計年度
6 生效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會計年度

本集團正評估此等新準則、詮釋及修訂的影響，但尚未確定該等新準則、詮釋及修訂是否會對業
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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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組織其經營目前分為四項可呈報經營分部。可呈報分部的主要活動如下：

實地燃氣銷售 — 直接由供應商氣庫批發液化石油氣（「液化氣」）予獨立代理
罐裝燃氣銷售 — 銷售罐裝燃氣
管道燃氣銷售 — 通過集團管網銷售管道燃氣
接駁服務 — 基於接駁合同，組建安裝燃氣管道設備以使用戶連接至集 團管網

經營分類乃按經主要經營戰略決策者定期審閱，用以資源配置及評估分類表現之內部報告釐定。本集團
之主要經營戰略決策者被確定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以分部業績評估經營分類之表現。分部業績為各分類之綜合毛利。

本集團分部資產及負債數額並未經由執行董事審查或定期提供給執行董事。

本集團之收益均產生於中國地區（本集團實體獲取收益之坐落地）。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內，除天津鋼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鋼管」）貢獻集團總收入之17%外，本集團並無貢獻銷售額超
過集團總收入10% 之個人客戶（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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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實地燃氣

銷售
罐裝燃氣

銷售
管道燃氣

銷售 接駁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天津泰達津聯燃氣有限公司（「泰達

燃氣」）天津鋼管及其聯繫人士  —  — 444,128 — 444,128
— 其他客戶 424,960 21,801 470,110 262,294 1,179,165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424,960 21,801 914,238 262,294 1,623,293

分部業績 1,666 (2,066) 64,263 184,229 248,092

— 其他收入、所得 — 淨值 (5,361)
— 行政開支 (102,441)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6
— 利息豁免 11,902
— 財務費用 (3,889)

除稅前溢利 148,319

其他可呈報分部資料
折舊 (1,058) (151) (20,414) (692) (22,315)
攤銷 (239) (9) (515) (157) (920)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實地燃氣

銷售
實地燃氣

銷售
實地燃氣

銷售
實地燃氣

銷售
實地燃氣

銷售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泰達燃氣、天津鋼管及其聯繫人士  —  — 208,864 — 208,864
— 其他客戶 415,698 19,882 366,105 220,516 1,022,201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415,698 19,882 574,969 220,516 1,231,065

分部業績 1,531 (1,141) 31,976 135,078 167,444

— 減值回撥 — 淨值 40,489
— 其他收入、所得 — 淨值 24,534
— 行政開支 (126,096)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351)
— 財務費用 (12,372)

除稅前溢利 93,648

其他可呈報分部資料
折舊 (1,162) (300) (13,482) (616)  (15,560)
攤銷 (285) (14) (395) (151)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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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所得 — 淨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管理剝離公司收入（附註） 244 982
管理泰達燃氣公司收入 1,042  1,280
利息收入 1,488  799
其他  — 1,144

2,774  4,205

其他所得 — 淨值：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816 1,116
轉回多計提之事故賠償 — 6,984
泰達於事故賠償款之補償 — 4,098
處置子公司資產收益 1,583 8,13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之衍生金融工具 (11,605)  —
其他 71  —

(8,135) 20,329

(5,361) 24,534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出售30間附屬公司（「剝離公司」）於本集團股東之主要代名人 Cavalier Asia 
Limited（「津聯 BVI」）。出售完成後，根據管理協定，本集團將繼續管理該等出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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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分類的費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氣體採購成本 1,205,026  909,020
存貨變動 187  29
管道材料變動 24,273  14,064
承包商及其他成本 68,799  71,375
僱員福利開支 82,293  85,159
折舊

— 銷售成本 18,245  12,120
— 行政開支 4,070  3,440
經營租賃租金

— 泰達 19,349  10,510
— 其他 1,027  5,893
轉回多計提之建造成本（附註） (15,007)  —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回撥） — 淨值 3,291  4,515
存貨銷帳 —  110
攤銷 920  845
核數師酬金 4,317 2,910
其他專業費用 12,985  15,099
其他 47,867  54,628

銷售成本及費用合計 1,477,642 1,189,717

附註：

此項為多計提之已完工接駁服務項目建造成本之轉回。

6. 豁免利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津聯集團（天津）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津聯資產管理」）利息（附註13(b)） 11,9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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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成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20,885  4,322
其他借貸成本 1,006 —
應付泰達利息  2,910  1,359
應付津聯資產管理公司利息 1,156 2,782
應付泰達及天津泰達集團有限公司（「泰達集團」）之擔保費 799  1,467
匯兌（盈利）╱損失 (2,626) 4,640

24,130  14,570
減：資本化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部分成本（附註） (20,241) (2,198)

3,889 12,372

附註：

一般借款包含融資成本之資本化率為7.12%（二零一一年：5.43%）。

8.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作出任何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一年： 無）。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子公司須按介乎24%至25%之稅率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
稅」）（二零一零年：22% 至25%）。

集團部分子公司為設立於天津空港經濟區的外商投資企業。經津國稅保 (2001) 32號檔批准，上述子公
司原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依據所得稅法的相關規定，上述子公司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在2008
年至2012年的5年期間逐步過渡到25%，2011年與2012年適用的稅率分別為24%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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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 本年度利潤產生之當期稅項 40,949 26,944
— 以前年度多計提之所得稅 (7,311)  —

當期所得稅合計 33,638  26,944

遞延所得稅：
— 稅項虧損 982 (6,423)

遞延所得稅合計 982 (6,423)

所得稅開支 34,620  20,521

附註：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計算的稅項開支與採用的適用的法定企業所得稅率計算的理論稅額不同。以下為綜合
損益表內之稅項開支與採用適用於各相關子公司盈利的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總和的對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148,319 93,648

以各自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 39,090 25,567
不可扣稅之支出 5,337 9,410
無遞延稅項資產被確認的稅項虧損 1,314 5,743
無須繳納所得稅之收益 (1,001) (12,499)
使用可用稅項虧損 (2,809) (7,700)
以前年度多計提之所得稅 (7,311)  —

34,620 20,521

9. 股息

不建議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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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計算依據為下列資料：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 111,238  71,380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附註） 11,659,478,667  11,659,478,667
購股權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41,151

就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1,659,478,667  11,659,519,818

附註：

計算中包括了170百萬股可換股優先股，其於發行第十年將自動兌換為5,666,666,666股新普通股。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48,439 115,116
減：減值撥備 (40,624) (32,197)

(c) 107,815 82,919
應收票據 17,959 28,574

125,774 111,493

預付供應商款項 160,692 152,181
減：減值撥備 (f) (83,683) (85,813)

77,009 66,368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83,373 54,424
減：減值撥備 (g) (7,089) (5,950)

76,284 48,474

279,067 226,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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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帳面值主要以人民幣列值。

(b) 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由於其短期信貸性，其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c) 本集團大部份信貸銷貨期一般為三個月至一年，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 日 71,747 58,705
91 — 180日 11,255  7,858
181 — 360日 14,325  10,108
360日以上 51,112  38,445

148,439  115,116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e) (40,624) (32,197)

107,815  82,919

約126百萬港元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為可收回的，為應收低債務拖欠率之活躍貿易客戶。

(d) 已過期但未定為應作減值撥備之應收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1 — 180日 990 418
181 — 360日 78 200
360日以上 10,607 6,248

11,675 6,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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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本集團應收貨款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 (32,197) (26,568)
匯兌差額 (1,384) (1,063)
本年計提應收賬款減值 (8,713) (6,356)
本年回撥 1,670 1,790

於三月三十一日 (40,624) (32,197)

個別減值的應收款主要來自處於預料以外的經濟困境中的客戶。在準備賬戶中扣除的數額一般會
在預期無法收回額外現金時撇銷。

(f) 本集團預付供應商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 (85,813) (82,561)
匯兌差額 (2,514) (3,303)
本年計提墊款予供應商減值 (1,423) (1,075)
本年回撥 6,067 1,126

於三月三十一日 (83,683) (85,813)

約84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86百萬港元）減值撥備主要與墊款予供應者終止其貿易關係有關。

(g) 本集團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 (5,950) (6,006)
匯兌差額 (247) 56
本年計提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2,449)  —
本年回撥 1,557  —

於三月三十一日 (7,089) (5,950)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主要指氣體採購之押金。餘額中包括應收泰達燃氣之管理費約4.0百萬港元
（二零一一年：2.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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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儲備

繳入盈餘 匯率儲備 法定儲備
員工購股
權儲備 其他儲備 合計

（附註 (i)）（附註 (ii)）（附註 (iii)） （附註 (iv)）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28,800 (130,154) 2,561 — 160,000 61,207
匯兌差額 — 17,720 — — — 17,720
確認以權益結算的以股份 
形式支付 — — — 26,126 — 26,126
轉撥至累計虧損 — — — (4,763) — (4,763)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8,800 (112,434) 2,561 21,363 160,000 100,290
匯兌差額 — 21,656 — — — 21,656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8,800 (90,778) 2,561 21,363 160,000 121,946

附註：

(i) 本集團之繳入盈餘相當於根據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六日為準備公司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而進行
之集團重組事項所收購之子公司之股份面值與本公司股份面值之差額。

本公司之繳入盈餘相當於根據集團重組事項所收購之子公司股份公平價值高出發行以作為該等收
購事 項代價之本公司股份面值之差額。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一家公司可於若干情況下
以其繳入盈餘向其成員作出分派。

(ii) 匯兌儲備因換算綜合財務報表自功能貨幣至呈列貨幣而產生。

(iii) 根據中國有關之規例，本公司於國內成立之附屬公司須將若干百分比（由董事會釐定）之除稅後溢
利（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釐定），如有，轉發至法定儲備及企業發展基金。在有關之中國法規定
若干限制下，法定儲備可用以抵消累計虧損。企業發展基金可用作該等子公司之未來發展。除非
上述於國內之子公司解散，否則該等儲備基金均不可分派。

(iv) 其他儲備為二零零九年發行可換股優先股之資本化負債與票面金額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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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帳款 (a) 193,149 208,350
應付津聯資產管理 (b)  — 28,497
顧客預付 91,211 104,089
其他應付帳款 (c) 312,078 159,128
預提費用 14,766 34,297

611,204 534,361

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賬面值主要以人民幣列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人民幣 606,690 530,968
港元 4,514 3,393

611,204 534,361

(a)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 日 67,469 101,951
91 — 180日 32,133 11,956
181 — 360日 26,287 23,945
360日以上 67,260 70,498

193,149 208,350

(b)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該餘額中主要包含應付津聯資產管理人民幣24百萬元。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津聯資產管理簽訂一項補充協議， 根據該協議，倘若本集
團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前償還人民幣5百萬，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償還剩餘人民幣
19百萬， 津聯資產管理將豁免自二零零四年七月五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所有利息。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集團與津聯資產管理簽訂另外一項補充協議， 根據該協議，剩
餘人民幣19百萬之還款日延期六個月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經按照兩份補充協
議要求償付全部本金人民幣24百萬之欠款。津聯資產管理已豁免本集團自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至
最終還款日之利息約港幣11.9百萬，並已計入本集團當期合併利潤表中（附註6）。

(c) 其他應付款中包括應付工程款項及根據合作協議計算之附屬公司應付非控制性股東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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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實現收益1,623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1,231
百萬港元）， 較去年增長32%。本集團實現毛利248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167百萬港元），
較去年增長48%。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111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71百萬港元 ），較
去年增長56%。

在2012財年裡，本集團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包括：

• 成功以人民幣279百萬元向泰達收購了天津濱海第二氣源管線（「第二管道網絡」）資產，
本次收購對增強本集團在天津濱海新區（「天津濱海新區」）的競爭力起到重大意義。

• 與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簽訂了7年期授信總額為622.4百
萬港元的銀團項目貸款協議。該項目貸款是香港金融機構積極參與中國大陸基礎設施建
設的良好示範。借助充足資金本集團能夠加強在重點業務區域的管網佈局。

• 進一步加強了與中石油、中石化公司的合作，在氣源協調、採購審批、氣體配送等方面
取得了長足發展。

• 在天津濱海新區投入的市場開發力度加大，通過對市場競爭環境進行分析，本集團確定
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競爭策略，擴大了市場份額。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建造燃氣管道網絡、提供接駁服務、銷售液化氣和管道燃氣。

接駁服務

本集團為用戶建造燃氣管道，接駁其管道至本集團之主要燃氣管道網絡，並向工業及商業客
戶， 物業發展商及物業管理公司收取接駁費。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累計燃氣管
道網絡約為1,152公里，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930公里增加222公里。於截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接駁費收入約為262,294,000港元， 較上年同期錄得之
220,516,000港元，增加41,778,000港元或增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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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燃氣銷售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住宅用戶及工業用戶之管道燃氣使用量分別
約為1,374x106百萬焦耳及9,287x106百萬焦耳，去年同期分別為1,145x106百萬焦耳及
5,850x106百萬焦耳。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管道燃氣銷售收入為
914,238,000港元，比對去年同期之574,969,000港元增加339,269,000港元或增加59%。大型
工業用戶之增加使得氣體銷量顯著提升。

房地產業務

由於房地產業務並不符合公司目前專注發展燃氣業務的戰略方向，並考慮到大陸調控政策對
於房地產業務的影響，本集團計劃出售發展中物業。

泰達投資協議完成

根據由津聯BVI代替泰達持有於本公司之股東權益之代持安排相關之泰達投資協議及其
修訂，津聯BVI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將3,003,987,207股普通股、
130,000,000股可換股優先股、8,600,000股可贖回優先股及Topfair International Limited（其
間接持有本集團若干前子公司之權益）之所有已發行股本轉讓予泰達香港置業有限公司（「泰
達香港」）（泰達之全資子公司）。轉讓完成後，泰達投資協議被視為已完成，泰達正式成為本
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

財務回顧

毛利率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綜合毛利率為15.3%，較去年同期之毛利率13.6%略有增長。管道燃氣毛
利率為7.0%，較去年同期之毛利率5.6%增長25%。毛利率較高之工業用戶銷量攀升使得管
道燃氣毛利率顯著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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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行政開支為102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之行
政開支126百萬港元減少24百萬港元。去年同期之行政開支中包含股份形式支付開支26百萬
港元。剔除該等影響，本年度之行政開支較去年同期之100百萬港元增長2百萬港元。隨著
本集團業務規模擴大，包含人工成本在內的管理成本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111百萬港元，二零
一一年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71百萬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為1.0港仙，二零一一年之每股基本
盈利為0.6港仙。

資本流動性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貸總額為794,62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07,626,000
港元），現金及銀行存款為451,558,000港元 , 其中包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445,404,000港元及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6,15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現金及銀行存款：432,654,000港元）。於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綜合流動資產約為854,089,000港元及其流動比率為0.55。於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約為129%，以綜合借貸總額794,628,000港
元佔總權益（包括本集團非控制性權益除外的所有股本及儲備）約614,373,000港元之比率計
算。

借貸結構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為794,62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307,626,000港元）。265,388,000港元銀團貸款為浮動利率，由本公司提供擔保並以子公司權
益進行抵押。中國招商銀行10,000,000港元貸款利率為固定利率4%，無抵押。國內銀行人民
幣貸款有擔保，承擔適用的市場利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短期貸款及長期貸款中
流動部分合共為530,855,000港元，其餘均為一年或一年以上償還之長期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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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對營運資金充足性之意見

鑒於本集團現期財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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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目前所需。鑒於本集團預期之財務表現及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日前有效之銀行安
排及泰達於本年度結束後提供之書面確認函同意如有需要可將應付款項於到期時延長12個月
期間，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可全數履行於可預期未來到期之財務責任。

匯率變動引致之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以各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計值，故董事認為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並不重
大。部份銀行存款及借貸以港幣和美元計值，為本集團之外匯風險。本集團現時並無外匯對
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會監察外匯風險，並將在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利率掉期合約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確認一項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損失
11,605,000港元，主要原因為於期內受全球經濟動蕩影響，本集團簽訂的一項利率掉期合
約公允價值下降所致。2011年11月，本集團與香港銀團銀行簽訂一項7年期授信總額為
622,400,000港元的貸款協議，自首次提款日至（但不包括）貸款協議簽訂的第二個周年日執行
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上調3.5%，其後年度執行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上
調4%。為減低利率上升風險及控制借貸成本，本集團與渣打銀行倫敦簽訂一項名義總額為
571,635,500港元之浮息轉定息掉期合約（「掉期合約」）以控制未來之利息成本。該利率掉期合
約為遞延結算，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生效，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到期（「到期日」）。根
據掉期合約，本集團承擔2.25%之固定利率，並按照香港銀行公會發佈的香港銀行同業拆借
利率收取利息。於到期日前，掉期合約之公允價值變動不會對本集團之現金流量造成重大影
響。目前之市場利率水準處於又一歷史低點，該等掉期合約之公允價值會隨經濟狀況及利率
水準相應調整。本集團認為從長遠角度，該等安排符合本集團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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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為燃氣採購而抵押之受限銀行存款為6,154,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本集團與香港銀團簽訂了共計622,400,000港元之貸款協議。該貸款以
本集團之部分子公司之權益進行抵押，由本公司提供擔保。

除以上披露外，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其他資產抵押。

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泰達與天津華燊實業有限公司（「天津華燊」）（本公司之全資子
公司）就收購事項訂立資產轉讓協議，據此，其有條件同意天津華燊須根據及遵照資產轉讓
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向泰達收購第二管道網絡之該等資產，代價為人民幣279,003,500元。根據
上市規則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及關連交易，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章之
公告規定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之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該交易已於二零一二
年二月九日召開之特別股東大會上經由本公司股東批准並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完
成。

結算日後事項

鑒於房地產業務並不符合本集團目前專注發展燃氣業務的戰略方向，並考慮到大陸調控政策
對於房地產業務的影響，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經董事會批准，本集團計劃出售發展
中物業。

董事認為此項出售計劃對本集團無重大負面影響。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展望

2012財年，中國天然氣消費量增長12%，位於各類能源之首。但是，天然氣佔中國大陸一次
能源比重目前仍僅為4.4%。十二五期間，中國政府將大力推進能源結構調整，擴大天然氣在
一次能源的占比。因此，天然氣行業發展前景非常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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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目前業務遍及中國大陸六個省份和兩個直轄市。本集團將整合資源、強化管理，不斷
提高投資回報水準和利潤水準，為成為在中國大陸有一定影響力的燃氣供應商做出不懈努
力。

2012財年，本集團在天津濱海新區若干重要功能區域的發展取得新的進展。本集團將充分利
用在天津濱海新區的管網、氣源及積累的聲譽，以及大股東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在該市場的
份額，使本集團成為天津濱海新區最重要的清潔能源供應商。

本集團將立足產業優勢，憑藉自身長期的行業經驗、安全可靠的服務品質和專業知識以及大
股東卓越的品牌價值、良好的政府關係和廣泛的社會資源，在實現企業發展的同時，為環保
事業貢獻一份力量。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員工1,147名（二零一一年：1,071名）。於截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及工資為60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47百萬
港元）

薪酬政策

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參照市價及有關僱員之表現、資歷和經驗而釐定。亦會按照年內個人表現
酌情發放獎金，以獎勵僱員於本集團之貢獻。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培訓及其他福利，包括養
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等。

競爭性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除泰達（通過泰達香港）於根據二零零八年五月
二十八日，本集團子公司與津聯BVI簽訂之出售協議（經修訂）出售予津聯BVI本集團若干前
子公司（其出售被視為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完成）中所持之權益外，本公司董事、控股股東及各
自的聯系人概無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或權益。雖然該等前子公司從
事業務與本集團類似，但該等業務經營地點不同，故董事認為本集團之前子公司之業務與本
集團之業務並無構成直接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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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上述本集團之前子公司之名稱、業務性質及泰達香港於其中所
持之擁有權如下：

前子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所擁權益

(%)

1 新泰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2 壽光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75
3 東營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4 冀州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98
5 博興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6 濟南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7 江山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8 徐州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9 寧國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99
10 懷寧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1 江西南昌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2 宿遷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3 黃山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4 貴溪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5 高安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6 邳州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7 新沂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8 攸縣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9 豐縣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20 瀏陽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21 寧陽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22 清苑益民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99
23 沛縣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24 安新利華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99
25 微山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負責本集團業務整體管理工作，並承擔帶領及控制本公司的責任，通過指示及監督其
事務，共同負責促進本公司的成功。董事會確信良好的企業管治將提高投資者信心、促進集
團發展以及提高企業透明度，符合集團及股東之長期利益。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除E1.2條外本集團遵守了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規定。董事會主席因突發重要公務，未能出席本財年週年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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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5.28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經董事會批淮的《審
核委員會職權範圍》（經修訂）已於聯交所創業板及公司網站上刊發。其主要職責包括但不限
於：

1. 主要就外部核數師之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2. 監察公司財務報表、年度報告及賬目和半年度及季度財務報告之完整性；

3. 檢查公司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

審核委員會現由4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紹基先生、羅文鈺教授、謝德賢先生、葉成慶太平紳
士組成，其中審核委員會主席劉紹基先生、委員會成員謝德賢先生為合資格會計師。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計之年度業績，並對此財
務報表發表了意見。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劵交易之行為守則，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
5.67條《交易必守標準》所述之買賣標準規定，董事交易公司股票需知會並經董事會主席確
認，並按照批准的時間交易。

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所有董事已確認遵
守了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交易必守標準》所述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淮及行
為守則之規定。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報之發行

二零一二年年度報告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印刷並送達至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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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業績公告

本集團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
績的初步公告所載的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的合併財務報告之草稿所載數字一致。羅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香港會計師公會公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
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作出的核證聘用，故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此初步公
告發出任何核證。

代表董事會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高亮

香港，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張秉軍及高亮先生，五名非執行董事申小林先
生、張軍先生、王剛先生、戴延先生及朱文芳女士，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成慶先生太
平紳士、羅文鈺教授、謝德賢先生及劉紹基先生。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一連七日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
供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