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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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Leason CBM & Shale Gas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中國聯盛煤層氣頁岩氣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前稱China Leason Investment Group Co., Limited中國聯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70）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
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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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
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
中國聯盛煤層氣頁岩氣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
公佈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
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
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佈將自其刊發日期起最少一連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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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及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中期」）之營業額分別約為人民幣46,957,000元及人民幣
73,880,000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分別下降約25.0%及42.7%。

• 於本中期，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44,346,000元。

• 本集團於本中期之每股虧損約為人民幣1.12分。

• 董事會（「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中期派發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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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本集團於本季度及本中期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詳
列如下：—

（除另作明確註明外，本中期公佈內之所有財務數字全是以人民幣列值）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季度 止半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46,957 62,591 73,880 128,912
銷售成本 (58,081) (46,790) (96,514) (92,445)

毛利／（毛虧） (11,124) 15,801 (22,634) 36,467
其他收益及淨收入 3 13 27 140 962
分銷成本 (1,206) (3,330) (1,556) (6,882)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7,974) (22,103) (22,909) (30,675)
財務費用 (1,608) (3,550) (2,974) (4,773)

除所得稅前虧損 4 (21,899) (13,155) (49,933) (4,901)
所得稅 5 962 (2,425) 2,890 (5,068)

期間虧損 (20,937) (15,580) (47,043) (9,969)

下列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9,486) (14,882) (44,346) (9,249)
非控股權益 (1,451) (698) (2,697) (720)

期間虧損 (20,937) (15,580) (47,043) (9,969)

期內股息 6 — — — —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虧損
— 基本 7 (0.49) (0.58) (1.12) (0.38)

— 攤薄 (0.49) (0.58) (1.12) (0.38)



— 4 —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季度 止半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 (20,937) (15,580) (47,043) (9,969)

期間其他全面虧損
（扣除稅項）

換算外國實體財務報表之
匯兌差額 97 (3,145) 540 (3,145)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20,840) (18,725) (46,503) (13,114)

下列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9,389) (18,027) (43,806) (12,394)
非控股權益 (1,451) (698) (2,697) (720)

(20,840) (18,725) (46,503) (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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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商譽 269,637 269,637
物業、機器及設備 479,890 481,040
經營租約下預付土地租金 34,765 35,119
無形資產 382,783 395,474
訂金及預付款項 38,178 33,682
遞延稅項資產 132 189

1,205,385 1,215,141

流動資產
經營租約下預付土地租金 810 81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50 200
其他金融資產 17,051 17,051
存貨 9,239 2,59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41,655 138,758
可收回稅項 922 68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1,192 21,698

181,119 181,80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56,183 127,400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及其他借款 11 18,600 62,900
融資租賃承擔 4,374 3,420
應付稅項 10,819 13,556

189,976 207,276

流動負債淨值 (8,857) (25,4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96,528 1,189,66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1 55,400 —
融資租賃承擔 3,602 4,256
遞延稅項負債 101,034 104,013

160,036 108,269

資產淨值 1,036,492 1,081,39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34,828 34,828
儲備 975,386 1,017,5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010,214 1,052,422
非控股權益 26,278 28,975

總權益 1,036,492 1,08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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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流出 (6,478) (60,404)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流出） (13,198) 12,914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 9,170 57,831

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減少）淨額 (10,506) 10,341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 21,698 23,567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 11,192 3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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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二零一二年

一般 可換股 非控股

（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繳入盈餘 儲備基金 換算儲備 購股權儲備 債券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34,828 878,366 — — 1,523 1,528 28,376 241,209 (133,408) 1,052,422 28,975 1,081,397

全面收益

期間虧損 — — — — — — — — (44,346) (44,346) (2,697) (47,043)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㶅兌差額 — — — — — 540 — — — 540 — 540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540 — — (44,346) (43,806) (2,697) (46,503)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發行新股份 — 股份配售 — — — — — — — — — — — —

確認以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 — — — 1,598 — — 1,598 — 1,598

撥往一般儲備 — — — — — — — — — — — —

成立一間附屬公司產生之非控股權益 — — — — — — — — — — — —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 — — — — — 1,598 — — 1,598 — 1,598

於六月三十日 34,828 878,366 — — 1,523 2,068 29,974 241,209 (177,754) 1,010,214 26,278 1,036,492

二零一一年

一般 可換股 非控股

（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繳入盈餘 儲備基金 換算儲備 購股權儲備 債券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20,681 484,532 — 25,160 — (703) — 15,810 (112,446) 433,034 21,294 454,328

全面收益

期間虧損 — — — — — — — — (9,249) (9,249) (720) (9,969)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㶅兌差額 — — — — — (3,145) — — — (3,145) — (3,145)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3,145) — — (9,249) (12,394) (720) (13,114)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發行新股份 — 股份配售 2,784 57,975 — — — — — — — 60,759 — 60,759

確認以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 — — — 14,261 — — 14,261 — 14,261

撥往一般儲備 — — — — 587 — — — (587) — — —

成立一間附屬公司產生之非控股權益 — — — — — — — — — — 12,000 12,000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2,784 57,975 — — 587 — 14,261 — (587) 75,020 12,000 87,020

於六月三十日 23,465 542,507 — 25,160 587 (3,848) 14,261 15,810 (122,282) 495,660 32,574 52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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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財務報表呈報基準

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準則而編製。賬
目乃按過往成本慣例編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由本
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中所採納者一致。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其業務活動主要以人民幣進行，因此本集團
之業績乃以人民幣編製。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本集團已（如適用）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目前或已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現時或過往會計期間之財務表現及狀況
及／或此等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概無造成重大影響。

直至此等財務報表刊發之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修訂本、新訂準則及詮釋，惟於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尚未生效，而此等財務報表並未採納該等修訂本、新訂準則及
詮釋。

本集團正在評估於期內首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預期所產生之影響，惟
尚未就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是否會對本集團或本公司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
產生重大影響得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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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液化煤層氣生產及銷售（包括提供液化煤層氣
物流服務），管道天然氣銷售及提供供氣接駁服務。

營業額指向客戶提供貨品及服務之銷售值，惟不包括增值稅及營業稅，並於扣除任何退貨及商
業折扣後列賬。

—年內於營業額確認之各項重大收益類別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季度 止半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液化煤層氣銷售
（包括提供液化煤層氣
物流服務） 38,570 56,473 57,156 117,518

管道天然氣銷售及提供
供氣接駁服務 8,387 6,118 16,724 11,394

46,957 62,591 73,880 128,912

其他收益及淨收入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5 21 15 26
其他 8 6 125 936

13 27 140 962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資產主要來自及涉及中國之液化煤層氣業務，而其他分部則屬不重大。因此，
並無呈列地區分部資料。

4.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季度 止半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806 14,261 1,598 14,261
— 其他 5,781 3,312 9,441 5,520

6,587 17,573 11,039 19,781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4,655 4,760 11,622 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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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項

(a) 香港利得稅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16.5%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本中期並無賺取任何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收入，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任
何撥備。

(b) 海外所得稅

本集團已根據其經營業務所在地區其時之適用稅務法律、規則及規例，就其他地區之應課
稅收入作出稅項撥備。根據中國關於企業所得稅的法律（「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
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之稅率為25%。

本集團於本季度及本中期內並無重大之未撥備遞延稅項。

6.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中期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虧損

本季度及本中期之每股基本以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按下述之未經審核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季度 止半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9,486) (14,882) (44,346) (9,249)

股數 股數 股數 股數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的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3,942,505 2,583,505 3,942,505 2,448,078

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及六個月內並不存在任何具攤
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故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8. 添置及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於本中期， 本集團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約人民幣10,472,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12,257,000元）。本期間並無主要之出售（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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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應收賬款與銷售貨品予第三方客戶有關。本集團對其客戶的財務狀況持續進行信貸評
估，並一般不須就應收賬款作出抵押。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數額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董事款項（附註(a)） 4,834 56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4,692 23,109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5,681 13,468
向供應商墊款 5,492 2,591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5,995 97,274
其他可收回稅項 4,961 1,748

141,655 138,75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按發票日期）：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9,469 20,718
1個月後但3個月內 2,707 —
3個月後但6個月內 2,170 2,340
6個月後但12個月內 1 1
12個月後 345 50

14,692 23,109

附註：

(a) 該筆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60,132 50,962
應付董事款項（附註(a)） 765 7,852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款項（附註(a)） 1,569 1,569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 74,049 55,751
向客戶收取按金 19,548 9,249
其他應繳稅項 120 2,017

156,183 12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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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按發票日期）：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8,535 5,102
1個月後但3個月內 1,323 5,556
3個月後但6個月內 2,446 17,628
6個月後但12個月內 25,230 22,440
12個月後 22,598 236

60,132 50,962

附註：

(a) 該筆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11. 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償還的銀行及其他貸款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須償還有抵押銀行貸款：
1年內或須按要求償還 18,600 12,900
1年後但2年內 5,400 —
2年後但5年內 — —
5年以上 — —

24,000 12,900
須償還無抵押其他貸款：

1年內或須按要求償還 — 50,000
1年後但2年內 50,000 —

74,000 62,900
減：流動負債下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18,600) (62,900)

非流動負債下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55,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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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款人民幣18,000,000元（二零一一年：無）以諾信（獻縣）
機械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諾信」）之若干物業及經營租約下的預付土地租金作抵押。據董事
所知，諾信為執行董事及主要股東王忠勝先生全資擁有，因此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
諾信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諾信所提供的擔保構成本公司一項關連交易，但獲豁免遵守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20.65(4)條有關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原因是諾信提供的擔
保乃以本集團為受益人及按正常商業條款（或對本集團更優惠的條款）而作出，且本集團並
無就諾信所提供的擔保抵押任何資產。其餘銀行借款人民幣6,000,000元（二零一一年：人
民幣8,000,000元）乃以本集團賬面值約為人民幣29,491,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30,190,000
元）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作為抵押。

(b) 無抵押之其他貸款人民幣50,000,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50,000,000元）乃結欠中國一間
非銀行財務公司之貸款。該公司為持有本公司附屬公司山西萬志物流有限公司（「萬志物流」）
17%股本權益之非控股股東。

12. 股本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份數目 總面值 股份數目 總面值
千股 人民幣千元 千股 人民幣千元

法定 10,000,000 94,610 10,000,000 94,61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 3,942,505 34,828 2,256,675 20,681

透過股份配售發行股份 — — 570,830 4,744
因轉換可換股債券而發行股份 — — 1,115,000 9,403

於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3,942,505 34,828 3,942,505 34,828

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採納了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
藉此令本公司得以聘請及續聘具才幹之僱員、吸納對本集團有價值之資源，及為本公司提供渠
道向該等對本集團有貢獻或可帶來利益之人士作出激勵、獎賞、報酬、補償及╱或提供福利。
該計劃由採納當日起計一直有效十年，將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屆滿。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董事會批准根據該計劃向本公司董事、僱員及諮詢顧問授出涉及
258,300,000股普通股之購股權。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為0.495港元，
餘下之加權平均合約年期為8.9年。上述根據該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行使期將不遲於二零一一年
五月三十日起計十年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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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應付之日後最低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 1,017 759
1年後但5年內 51 445

1,068 1,204

本集團按經營租約租賃若干物業。租約之最初年期一般為一至三年不等，可於重新磋商所有條
款後續租。並無租約附有任何或然租金。

本集團於結算日的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關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有關在建工程的資本開支：
— 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 154,475 10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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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中期錄得綜合營業額約人民幣73,88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42.7%。減幅主要
來自：

(i) 山西省沁水縣的液化天然氣工廠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份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份期間關閉進行
大修，以及中國國內天然氣供應緊張令本集團越來越難以採購天然氣原料進行液化，導
致液化煤層氣銷售（包括提供液化煤層氣物流服務）之營業額減少約人民幣60,362,000元。
管理層決定關閉液化天然氣工廠進行大修的原因是鑑於計劃大修早應進行，以及預期期
內液化天然氣工廠的利用率將較低。

(ii) 由於營業額顯著下跌，加上液化煤層氣物流營業執照及管道天然氣獨家經營權的攤銷費
增加約人民幣12,684,000元，毛利轉為負數。營業額以及盈利能力的顯著下跌對本中期的
營運現金流量表現產生不利影響。

本中期股東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44,346,000元，而去年的股東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9,249,000元。
有關虧損的原因如下：

(i) 由於液化天然氣生產設施進行大修以及中國國內天然氣供應緊張，液化煤層氣業務的營
業額有所下降。

(ii) 由於自二零一一年七月以來收購液化天然氣倉儲設施及液化天然氣物流業務，物業、機
器及設備折舊及無形資產攤銷增加約人民幣10,714,000元；被以下項目所部份抵銷

(iii) 主要由於有關所授出購股權的以股份為基礎之非現金付款減少約人民幣12,663,000元，行
政及其他開支減少約人民幣7,766,000元。

(iv) 由於本集團旗下公司於本中期提供更多物流服務而且銷量有所下降，分銷成本降低約人
民幣5,326,000元。

(v) 主要由於確認無形資產攤銷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所得稅抵免約為人民幣2,890,000元，
而去年同期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5,068,000元。

業務回顧及發展前景

天然氣勘探及開採：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完成180口煤層氣井的地面施工及打
井，其中已出氣或可出氣井口數目為60口。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完成200口
煤層氣井的地面施工及打井，其中已出氣或可出氣井口數目為80口。由於地質及技術困難，
已打井井口數目略低於管理層先前250口井的預期。然而，本集團已經解決有關地質及技術問
題；我們預計將會於二零一三年加快打井計劃進程。我們預計將會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前完成
303口煤層氣井的地面施工及打井，並於二零一三年年底前完成552口煤層氣井的地面施工及
打井。我們預計須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前打井的額外103口井成本將不會超過人民幣50,000,000
元；而計劃將於二零一三年打井的額外249口井成本將不會超過人民幣125,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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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80口井目前之平均單井出氣量約為每天500立方米，預計在二零一二年年底之前平均單井
出氣量可增加至每天1,300立方米。本集團的總出氣量在二零一二年年底之前將超過每天
100,000立方米，並在二零一三年年底之前超過每天350,000立方米。

由於本集團由氣田輸送至液化天然氣工廠的天然氣管道預計將於二零一二年年底之前完成興
建，本集團將會大約在同樣的時間開始從天然氣業務獲得收入、溢利及現金流量。

液化業務：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液化天然氣產能為每天500,000立方米。然而，
由於中國國內天然氣供應緊張，本集團越來越難以採購天然氣原料進行下游的液化，因此，
我們的液化天然氣工廠利用率較低且未如理想。然而，在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第四季度開始
自行生產天然氣後，預計上述情況將會有所改善。此外，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二月份至二零
一二年四月份期間暫停液化天然氣工廠的運營並進行大修，導致本集團的營業額及營運現金
流量急劇下降。自二零一二年五月以來，液化天然氣工廠已恢復運營。在大修之後，本集團
預計液化天然氣工廠將會變得更有效率、更具成本效益，而展望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及以後，
由於我們天然氣生產供應的增加，液化天然氣工廠對本集團收入、溢利及現金流量的貢獻將
會有所增長。

董事會決定進行大修是因為集團的液化業務在以下兩種情況下都可能會出現短期的虧損：無
論是持續以較低利用率運作，或是關閉進行大修。儘管如此，董事會預期隨著供應緊張情況
得到紓緩，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度的產量將會回升；以及工廠的利用率可望得到提高，從而彌
補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收入及溢利的缺口。因此，董事認為大修並不構成股價敏感資料，且
並無違反創業板規則第17.10條下的責任以及不會引發本公司於創業板規則第17.10條下的披露
責任。

市場營銷及銷售業務：鑑於工業及住宅需求上升推動中國中部的液化天然氣需求旺盛，本集
團建立了垂直整合的結構，透過自身的分銷渠道，由其位於山西省沁水縣的液化天然氣工廠
向河南省的客戶供應液化天然氣。垂直整合的結構可降低天然氣供應中斷的風險，並提升利
潤率。本集團亦可決定其客戶組合，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潤率。本集團收購河南省汝陽縣的
天然氣獨家經營權符合有關商業策略。本集團可獲得來自主要用戶的長期需求，同時亦能夠
優化整體銷售組合，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潤率。

然而，本集團於汝陽工業區的營運於年內尚未開始，主要原因是新興建的汝陽工業區的供電
系統延遲完工。汝陽工業區的管理公司已作出解釋，供電系統的延遲完工是由於若干不可預
見的技術及行政管理困難所致，並同意就延遲導致的所有損失向本集團支付補償收入。本集
團在與該工業區的管理公司進行一系列討論和協商後，於二零一一年獲得除稅前補償收入約
人民幣34,000,000元。我們已獲悉，供電系統預計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底之前完工及開始運營，
屆時本集團將於測試後開始向我們的客戶銷售天然氣。此外，本集團將會透過參與區內天然
氣貿易市場增加收入，從而提高液化天然氣工廠的利用率。然而，天然氣貿易業務的利潤率
將會低於管道天然氣業務的利潤率。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036,462,000元，其中包括現金、
銀行及存款結存約人民幣11,192,000元。本集團為減低其財務風險，採取謹慎的財務及風險管
理策略，盡量避免使用高槓桿比率之融資安排。故此，本集團之資本與負債比率（按本集團對
外借貸總額除以其股東資金計算）約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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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集團目前無集資計劃，但鑑於天然氣打井計劃屬資金密集型活動，本集團會把握獲取
資金的機會，以進一步改善現金狀況。倘本集團日後獲得充裕的資金（無論是源自天然氣銷售
增加所產生的內部現金流或是來自融資活動），本集團將加快打井計劃的進程。除投資上游煤
層氣勘探及開採的意向外，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收購或投資、出售或削減任何現有業務的計
劃。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498名僱員，其中研發人員39名，工程和客服人員105
名，生產人員177名，行政管理人員151名及市場銷售人員26名。於本中期內，員工成本（包括
董事酬金及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約為人民幣11,039,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人民幣19,781,000元）。

本集團之薪酬及花紅政策基本上按個別僱員工作表現確定。本集團將按持續方式為僱員提供
專業進修與培訓機會。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收支均以人民幣結算。董事認為，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不重大。

前景

經過一系列企業重組，本集團認為本集團垂直整合結構的構建已基本上完成，目前正是本集
團進入第二階段--增長階段的最佳時機。本集團預計可於不遠未來將業務發展成為可盈利業
務。

上游勘探及生產方面，隨著氣井趨於成熟，可出氣井口數將增加及單井每日出氣量將上升。
本集團預計每日出氣量在二零一二年年底之前將超過每天100,000立方米，並在二零一三年年
底之前超過每天350,000立方米。另一方面，本集團預計由自有氣田輸送至沁水縣液化天然氣
工廠的輸氣管道將於二零一二年年底之前完成興建，隨後，本集團可向液化天然氣工廠輸入
更多自產天然氣，藉以提高自有液化天然氣工廠的利用率。更重要的是，下游液化天然氣輸
氣幹線及倉儲設施的利用率亦將提高。鑑於中國的天然氣需求維持強勁及本集團的供應壓力
緩解，本集團預計二零一二年第四季度及二零一三年的天然氣銷售將顯著增長及盈利能力將
大幅改善。

未來短期內，本集團將主要專注於現有煤層氣資產的上游煤層氣勘探及生產，可能不會進行
任何重大投資或收購。與此同時，本集團會把握任何可為上游天然氣資產增值的收購機會。

主要交易及事項

融資租賃協議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山西沁水順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沁
水能源」）與中集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中集」）簽訂一份有關設備出售及租賃的有條件融資租賃
協議（「融資租賃協議」），據此，(i)沁水能源有條件同意出售及中集有條件同意購買若干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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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液化裝置設備，總代價為人民幣95,000,000元（約117,283,950.62港元）；及(ii)沁水能源
有條件同意向中集承租，而中集有條件同意向沁水能源出租上述設備，總租賃代價為人民幣
114,570,000元（約141,444,444.44港元），為期36個月（按月分期付款，包括利息），及一筆過手
續費合共人民幣950,000元（約1,172,839.51港元）。租賃代價可根據中國人民銀行不時公佈的浮
動借貸利率作出調整。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章，由於融資租賃安排的適用百分比率高於25%但低於100%，故融
資租賃安排構成本公司的一項主要交易。因此，融資租賃安排須遵守公佈規定，且須待股東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方式批准後，方可作實。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
佈。

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合作協議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龍門匯成投資有限公司（「龍門匯成」）訂立有關與龍門
匯成進行合作的框架協議（「合作協議」）。根據合作協議，本公司希望與龍門匯成全面開展緊
密合作，並計劃建立中國煤層氣行業的戰略聯盟，共同打造「煤層氣產業上游、中游、下游一
體化的產業鏈條」（「合作項目」）。雙方約定，在合作協議簽訂後立即組建聯合工作小組，推
動後續正式協議簽署工作。截至本公佈日期為止，尚未就合作項目訂立具約束力協議，而合
作項目最終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的公佈。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而
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買賣的規定
標準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好倉
普通股份／相關 持股概約

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百分比

王忠勝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公司權益 120,790,000 3.06%
（附註1）

王忠勝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102,512,887 53.33%
（附註2）

張慶林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500,000 0.06%
（附註3）

馮三利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500,000 0.06%
（附註4）

付壽剛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500,000 0.06%
（附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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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股份由寶連投資有限公司擁有。

王忠勝先生擁有寶連投資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00%權益，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王忠勝先生被視為於寶連投資有限公司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2. 王忠勝先生分別以下列形式擁有該2,102,512,887股股份之好倉：(i)購股權之承授人，擁有
可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認購2,50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
(ii)可換股債券之持有人，擁有可轉換為1,119,230,769股轉換股份的可換股債券；及(iii)股
份之實益擁有人，擁有980,782,118股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3. 張慶林先生為購股權之承授人，擁有可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採納的購股權
計劃認購2,50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

4. 馮三利先生為購股權之承授人，擁有可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採納的購股權
計劃認購2,50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

5. 付壽剛先生為購股權之承授人，擁有可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採納的購股權
計劃認購2,50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

(b) 相聯法團 — 股份權益

佔該相聯法團
註冊資本之

董事 相聯法團名稱 權益性質 權益百分比

王忠勝先生 寶連投資有限公司（附註 1） 個人 100%

附註：

1. 寶連投資有限公司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擁有本集團3.06%的股權。王忠勝先生持有寶連
投資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00%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概無在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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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而須載入該條例所述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買賣的規定標準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本集
團並無於本期間內發行任何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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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於股份和購股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權益及淡倉之人士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本公司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
下列人士（已於上文披露之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權
益或淡倉：

股份之好倉

姓名／名稱 股份數目 權益性質 持股百分比

王忠勝先生（附註1） 120,790,000 受控法團權益 3.06%

王忠勝先生（附註2） 2,102,512,887 個人 53.33%

趙馨女士（附註3） 120,790,000 配偶之權益 3.06%

趙馨女士（附註4） 2,102,512,887 配偶之權益 53.33%

Edmond de Rothschild 198,690,000 權益管理人 5.04%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附註5）

Edmond de Rothschild 198,690,000 權益管理人 5.04%
Asset Management（附註6）

附註：

1. 此等股份即由寶連投資有限公司持有之同一批股份。王忠勝先生實益擁有寶連投資有限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之100%。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王先生被視作擁有寶連投資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之
權益。

2. 王忠勝先生分別以下列形式擁有該2,102,512,887股股份之好倉：(i)購股權之承授人，擁有可根
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認購2,50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ii)可換股
債券之持有人，擁有可轉換為1,119,230,769股轉換股份的可換股債券；及(iii)股份之實益擁有人，
擁有980,782,118股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3.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趙馨女士（王忠勝先生之配偶）被視作於本公司擁有其配偶權益之權益，
即由寶連投資有限公司持有之同一批股份。

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趙馨女士（王忠勝先生之配偶）被視為於本公司擁有其配偶權益之權益。

5. 此等股份之好倉乃以投資管理人身份持有。

6. Edmond de Rothschild Asset Management被視為透過其受控法團Edmond de Rothschild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擁有198,690,000股股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本公司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
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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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或淡倉」及下文「購股權計劃」兩
節所披露者外，於本中期任何時間，概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授出可
透過購入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而可取得利益之權利；或彼等概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或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以致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購入該等權利。

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通過的普通決議案，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採納的
購股權計劃（「舊購股權計劃」）已告終止，及新的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已被採納，並
將自採納新購股權計劃起十年期間內持續有效，將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屆滿。於二零一
一年五月三十日，董事會批准根據計劃授予本公司董事、僱員及諮詢顧問購股權以認購
258,300,000股普通股。

於舊購股權計劃終止前，已無根據其授出但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有關新購股權計劃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之通函。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所披露有關購股權的資料如下：

於 於
二零一二年 期內 期內 期內 二零一二年 購股權 每份購股 於購股權授出日期

參與者姓名及類別 一月一日 已授出 已行使 註銷／失效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購股權行使期 權行使價 本公司股價

執行董事
王忠勝先生 2,500,000 — — — 2,500,000 30/5/2011 30/5/2011-29/5/2021 0.495 0.495
張慶林先生 2,500,000 — — — 2,500,000 30/5/2011 30/5/2011-29/5/2021 0.495 0.495
付壽剛先生 2,500,000 — — — 2,500,000 30/5/2011 30/5/2011-29/5/2021 0.495 0.495
馮三利先生 2,500,000 — — — 2,500,000 30/5/2011 30/5/2011-29/5/2021 0.495 0.495

10,000,000 — — — 10,000,000

僱員 43,690,000 — — (1,300,000) 42,390,000 30/5/2011 30/5/2011-29/5/2021 0.495 0.495
諮詢顧問 200,020,000 — — — 200,020,000 30/5/2011 30/5/2011-29/5/2021 0.495 0.495

253,710,000 — — (1,300,000) 252,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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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本中期存續之授出條款及條件如下：

購股權數目 歸屬條件 購股權剩餘合約年期

已授出購股權：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215,220,000 即時歸屬 8.9年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37,190,000 授出日期之首個及

第二個週年日
每次一半 8.9年

(ii) 購股權之數目及加權平均行使價如下：

加權平均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未行使 0.495 253,710,000

期內已授出 —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行使 0.495 252,410,00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可行使 0.495 233,815,00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為0.495港元，餘下之加權平均合約年期為8.9
年。

或然債項

一名客戶指稱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未能根據合約供應天然氣，向該附屬公司索賠約人民幣
6,954,000元。本公司董事認為，根據本集團法律顧問之法律意見，該附屬公司具有針對以上
索賠之有效抗辯理據，因此並無於該等財務報表就該等訴訟作出撥備（二零一一年：人民幣
6,964,000元）。

已撥充資本之利息金額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中期並無將任何利息撥充資本。

可換股證券、認股權證或類似權利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未轉換可換股債券可轉換為1,119,230,769股轉換股份，
及根據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有未行使購股權可認購252,410,000股股份。
有關購股權計劃之詳情於本公佈第21頁披露。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訂有有關優先購買權之條文，規定本公司須
向現有股東按比例提呈發售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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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中期，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
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書面列明其職
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原則及所採納之
慣例，以及內部監控程序及事宜，並負責於向董事會提呈考慮前，先行審閱本集團的季度、
中期及全年業績。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之和先生、羅維崑先生及彭玉芳女士（主席）所組成。

於本中期，審核委員會曾舉行一次會議，而本集團本中期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由審核委員
會成員審閱及提供意見。

為了維持高質素的企業管治，本集團在本季度曾聘用合資格會計師和在未來年度仍會聘用合
資格會計師。審核委員會亦認為，本集團已聘用足夠的員工處理會計、財務及內部監控之工
作。

企業管治

於本中期，本集團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聯交所守則」）
的所有守則條文。

根據聯交所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應予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士兼任。現時，馮
三利先生出任行政總裁一職，王忠勝先生為董事會主席。董事會定期開會討論影響本集團業
務及運作的主要事項。董事會認為這個架構令董事會與管理層的權力與職權得以平衡，並相
信這個架構能使本集團迅速有效地作出與執行決定。

根據聯交所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有固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目前，非執行董
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輪值告退。董事會認為，現行安排為董事會委任董事提供了靈活性。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本公司經向
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並不知悉有任何董事於本中期未有遵守該操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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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9條作出確認彼等獨立身份之確認。
本公司認為其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人士。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聯盛煤層氣頁岩氣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前稱中國聯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忠勝

中國，二零一二年十月三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忠勝先生、施亮先生、張慶林先生、付壽剛先生及
馮三利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羅維崑先生、彭玉芳女士及王之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