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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35）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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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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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百分比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680,838 802,715 (15%)
毛利 136,839 102,099 34%
期內盈利 50,627 41,284 23%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基本 0.43港仙 0.35港仙 0.08港仙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百分比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 2,535,640 2,463,872 3%
總權益 681,565 629,357 8%
總負債 1,854,075 1,834,515 1%

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僅此公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與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數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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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簡明合併利潤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351,246 388,295 680,838 802,715
銷售成本 (268,808) (326,057) (543,999) (700,616)

毛利 82,438 62,238 136,839 102,099
其他收入、所得 — 淨值 6 711 4,944 (4,826) 5,359
行政開支 (28,435) (27,030) (55,705) (49,586)

54,714 40,152 76,308 57,872
財務成本 7 (3,828) 16 (9,813) (683)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95) (415) (277) (648)

除稅前溢利 50,691 39,753 66,218 56,541
所得稅 8 (11,444) (9,671) (15,591) (15,257)

期內溢利 39,247 30,082 50,627 41,284 

應佔溢利：
— 本公司擁有人 38,815 29,494 49,681 40,241 
— 非控制性權益 432 588 946 1,043 

39,247 30,082 50,627 41,284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每股股份以港仙列示） 10
— 基本 0.33港仙 0.25港仙 0.43港仙 0.35港仙

— 攤薄 0.33港仙 0.25港仙 0.43港仙 0.3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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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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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收益
期內溢利 39,247 30,082 50,627 41,284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8,692 7,642 1,581 16,139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總額 8,692 7,642 1,581 16,139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47,939 37,724 52,208 57,423

應佔綜合收益：
— 本公司擁有人 47,346 36,984 51,250 56,060
— 非控制性權益 593 740 958 1,363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47,939 37,724 52,208 5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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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44,270 44,63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654,718 1,545,267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19,730 14,445
遞延稅項資產 11,454 5,441

1,730,172 1,609,783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74,953 67,199
存貨 53,280 48,46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2 326,604 279,067
應收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 7,803
已抵押銀行存款 30,840 6,15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9,791 445,404

805,468 854,089

總資產 2,535,640 2,463,872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
股本

— 普通股 13 59,928 59,928
— 可換股優先股 13 170,000 170,000
— 可贖回優先股 13 430,000 430,000
股本溢價 424,737 424,737
其他儲備 123,515 121,946
累計虧損 (542,557) (592,238)

665,623 614,373
非控制性權益 15,942 14,984

總權益 681,565 629,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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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5 248,558 263,773
衍生金融工具 22,974 11,605

271,532 275,37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4 632,414 611,204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285,287 365,153
應付直屬控股公司款項 24,729 —
當期所得稅負債 46,465 51,925
借貸 15 593,648 530,855

1,582,543 1,559,137

總負債 1,854,075 1,834,515

總權益及負債 2,535,640 2,463,872

流動負債淨額 (777,075) (705,0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53,097 90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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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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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結餘 659,928 424,737 100,290 (703,476) 481,479 12,012 493,491

綜合收益
期內溢利 — — — 40,241 40,241 1,043 41,284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 — 15,819 — 15,819 320 16,139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 15,819 40,241 56,060 1,363 57,423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659,928 424,737 116,109 (663,235) 537,539 13,375 550,914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結餘 659,928 424,737 121,946 (592,238) 614,373 14,984 629,357

綜合收益
期內溢利 — — — 49,681 49,681 946 50,627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 — 1,569 — 1,569 12 1,581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 1,569 49,681 51,250 958 52,208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結餘 659,928 424,737 123,515 (542,557) 665,623 15,942 68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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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1,015 42,893

投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125,358) (200,131)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2,298) 4,08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減少 (126,641) (153,158)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5,404 431,467
匯兌差額 1,028 (13,758)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9,791 264,551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其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其於香港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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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普通股於創業板上市。

2. 編制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依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公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34「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創業板之披露條件編製。

3. 會計政策

財務資料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制。

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或之後會計期間生效之新或經修訂之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用該等新
或經修訂之會計準則或詮釋對本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亦不會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造成重大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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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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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營運決策者被確定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根據分部業績評估經營分類之表現。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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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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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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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鋼管」） 
及其聯繫人士 — — 86,572 — 86,572

— 其他客戶 23,463 4,555 139,997 96,659 264,674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23,463 4,555 226,569 96,659 351,246

分部業績 341 (11) 22,976 59,132 82,438

— 其他收入、所得 — 淨值 711
— 行政開支 (28,435)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95)
— 財務成本 (3,828)

稅前溢利 50,691

其他可呈報分部資料：
折舊 (98) (36) (9,706) (373) (10,213)
攤銷 (20) (3) (188) (77) (288)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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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達燃氣、天津鋼管及 

其聯繫人士 — — 115,191 — 115,191
— 其他客戶 105,616 5,527 87,723 74,238 273,104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05,616 5,527 202,914 74,238 388,295

分部業績 226 (539) 20,085 42,466 62,238

— 其他收入、所得 — 淨值 4,944
— 行政開支 (27,030)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415)
— 財務成本 16

稅前溢利 39,753

其他可呈報分部資料：
折舊 (213) (57) (4,931) (150) (5,351)
攤銷 (75) (4) (144) (53)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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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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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達燃氣、天津鋼管及 

其聯繫人士 — — 182,728 — 182,728
— 其他客戶 80,702 8,907 251,541 156,960 498,110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80,702 8,907 434,269 156,960 680,838

分部業績 873 (46) 38,903 97,109 136,839

— 其他收入、所得 — 淨值 (4,826)
— 行政開支 (55,705)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277)
— 財務成本 (9,813)

稅前溢利 66,218

其他可呈報分部資料：
折舊 (330) (70) (19,229) (633) (20,262)
攤銷 (68) (6) (364) (130) (568)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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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達燃氣、天津鋼管及 

其聯繫人士 — — 230,330 — 230,330
— 其他客戶 278,032 10,582 171,394 112,377 572,385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278,032 10,582 401,724 112,377 802,715

分部業績 635 (957) 35,347 67,074 102,099

— 其他收入、所得 — 淨值 5,359
— 行政開支 (49,586)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648)
— 財務成本 (683)

稅前溢利 56,541

其他可呈報分部資料：
折舊 (420) (109) (9,773) (170) (10,472)
攤銷 (189) (7) (274) (77)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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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分類的費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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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成本 260,886 321,471 525,750 691,321
折舊 10,213 5,351 20,262 10,472
攤銷 288 276 568 547
其他開支 25,856 25,989 53,124 47,862

銷售成本及費用合計 297,243 353,087 599,704 750,202

6. 其他收入、所得 — 淨值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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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799 365 1,936 583
管理剝離公司收入 174 220 346 437
管理泰達燃氣收入 210 260 417 518
處置資產收益╱（損失） 67 3,064 (264) 2,01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 
之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虧損 (4,164) — (11,369) —
其他 3,625 1,035 4,108 1,811

711 4,944 (4,826) 5,359



— 13 —

7.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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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借款利息 12,985 2,850 26,464 6,069
其他借貸成本 350 — 700 —
應付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泰達」）之利息金額 — 723 134 1,437
應付津聯集團（天津）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津聯資產管理」）之 
利息金額 — 385 — 766
支付泰達集團有限公司 
（「泰達集團」）擔保費 — — — 541
匯兌盈利 (2,199) (1,124) 456 (2,596)

11,136 2,834 27,754 6,217
減：資本化為物業、廠房及設備 

之部分成本 (7,308) (2,850) (17,941) (5,534)

3,828 (16) 9,813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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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國內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25%之稅率繳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二零
一一年：24%至25%）。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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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期：
— 當期所得稅 17,457 9,671 21,604 15,257

當期所得稅總額 17,457 9,671 21,604 15,257

遞延所得稅：
稅項虧損 (6,013) — (6,013) —

遞延所得稅總額 (6,013) — (6,013) —

所得稅費用 11,444 9,671 15,591 1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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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期股息

不建議派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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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 38,815 29,494 49,681 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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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9,478,667 11,659,478,667

購股權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 
之影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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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計算中包括了於發行第十年自動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的170百萬股可換股優先股將兌換成的
5,666,666,666股新普通股。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帳面淨值 1,545,267 645,289 
添置 131,001 259,337 
出售 (2,877) (8,956)
折舊 (20,262) (10,472)
匯兌差額 1,589 20,943 

期末帳面淨值 1,654,718 90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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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202,546 148,439
減：減值撥備 (40,467) (40,624)

162,079 107,815
應收票據 44,498 17,959

206,577 125,774

墊款予供應商 148,013 160,692
減：減值撥備 (83,734) (83,683)

64,279 77,009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62,842 83,373
減：減值撥備 (7,094) (7,089)

55,748 76,284

326,604 279,067

本集團主要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之賬面值以人民幣列值。

本集團大部份信貸銷信期一般為三個月至一年。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 日 110,931 71,747
91 — 180 日 15,083 11,255
181 — 360 日 23,465 14,325
360日以上 53,067 51,112

202,546 148,439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40,467) (40,624)

162,079 107,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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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百萬 千港元 百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15,000 150,000 15,000 150,000
已發行並全數繳足： 5,993 59,928 5,993 59,928

每股面值1.00港元之可換股優先股：
法定： 170 170,000 170 170,000
已發行並全數繳足： 170 170,000 170 170,000

每股面值50.00港元之可贖回 
優先股：
法定： 9 430,000 9 430,000
已發行並全數繳足： 9 430,000 9 430,000

總數：
法定： 750,000 750,000

已發行並全數繳足： 659,928 659,928

1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195,655 193,149
顧客預付 117,793 91,211
其他應付賬款 302,917 312,078
預提費用 16,049 14,766

632,414 611,204

本集團之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以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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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 日 89,734 67,469
91 — 180 日 14,050 32,133
181 — 360 日 17,824 26,287
360日以上 74,047 67,260

195,655 193,149

15. 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以子公司權益抵押 265,812 265,388
無抵押 5,000 10,000

270,812 275,388
減：包含於流動負債之一年內到期部分 (22,254) (11,615)

248,558 263,773

流動負債
無抵押 571,394 519,240
長期借款中流動部分 22,254 11,615

593,648 530,855

於結算日之有效年利率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 國內銀行 6.6%-7.87% 6.56%-7.87%
— 香港銀行 4%-4.04% 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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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諾

(a) 本集團於結算日已簽合同但尚未支付之資本支出及發展物業承諾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41,480 39,998
發展中物業 2,872 3,177

44,352 43,175

(b) 本集團有關土地及樓宇的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053 3,810
一年以上但五年內 5,401 3,623
五年以上 4,366 4,431

14,820 11,864

附註： 上述金額包括對泰達子公司之租賃承諾（附註18）。

17. 財務擔保合約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為子公司提供之銀行借貸擔保約733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709百萬港元），其中已使用的額度為383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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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連方交易

除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所載之關連人士交易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與控股公司之交易：
管理剝離公司收入 346 437
第二管道網絡租賃費 — (9,086)
利息成本 (134) (1,437)

(b) 與下列關連公司之交易：
銷售氣體於泰達燃氣 42,778 41,357
銷售氣體於天津鋼管及其聯繫人士 139,950 188,973
銷售氣體於前子公司 1,831 2,710
銷售氣體於天津生態城能源投資建設有限公司（「天津生態城」） 63 —
銷售氣體於天津賽瑞機器設備有限公司（「賽瑞」） 4,462 —
管理泰達燃氣收入 417 518
租賃泰達大廈房地產開發公司之辦公物業 (2,004) (2,012)
支付渤海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費 (659) —
支付泰達集團擔保費 — (541)

(c) 主要管理層之薪酬：
袍金 (1,328) (1,280)
酬金、購股權及其他津貼 (3,441) (3,002)
退休金成本 (94) (5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d) 與下列關連公司之結餘：
應收天津鋼管及其聯繫人士之款項 20,437 3,304
應收泰達燃氣之款項 8,236 60
應收天津生態城之款項 45 742
應收泰達燃氣之管理費 4,387 3,968
預收賽瑞之氣體銷售款項 (9,766) (14,800)
應收天津星城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之款項 3,218 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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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其他公司之交易╱結餘

本集團經營之經濟環境現時由中國政府直接或間接擁有的企業作主導（以下統稱為國家控制實
體）。本公司董事認為，就本集團與彼等進行的業務交易而言，該等國家控制實體屬獨立第三方。

期內，本集團與此等國有企業的重大交易主要為燃氣採購。於期末，本集團大部分現金及銀行結
餘或借款均存放於國有銀行或向國有銀行借貸。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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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液化氣及管道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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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集團累計燃氣管
道網絡大約1,175公里，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1,152公里錄得增加23公里。於截至二
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接駁費收入約為156,96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112,377,000港元增加44,583,000港元或增加40%。

管道燃氣銷售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住宅用戶及工業用戶之管道燃氣使用量分
別約為633*106百萬焦耳及4,532*106百萬焦耳，比對去年同期分別為507*106百萬焦耳及
4,286*106百萬焦耳。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管道燃氣銷售收入
為434,269,000港元，比對去年同期之401,724,000港元增加32,545,000港元或增加8%。大型
工業用戶的增加使得管道氣銷量提升。

房地產業務

經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之董事會批准，本集團計劃出售發展中物業。董事認為此項出售
計劃對本集團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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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作為天津濱海新區最重要的天然氣供應商之一，自複牌以來一直深耕天津濱海新區天
然氣市場。截至目前，本集團透過自建和向大股東收購第二燃氣管線，已經初步形成覆蓋濱
海新區的高壓管道網絡。並且本集團已經獲得天津市南北方向的兩個源頭氣源。這些為公司
發展提供了堅實保證。

天津濱海新區天然氣消費量將於二零一五年達到82億立方米，是二零一零年天然氣消費量
的6倍多。濱海新區作為高水準的現代製造業和研發轉化基地，工業發展基礎雄厚並且具有
巨大的發展潛力。工商業客戶對天然氣能源的需求非常旺盛。本集團努力擴大管道氣銷售，
切合濱海新區天然氣市場的特徵。可以預計，公司未來會獲得更多重要客戶。二零一二年六
月，公司開始向唐山市藍欣玻璃有限公司（「藍欣玻璃」）供氣，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公司已
向其供氣1,188萬立方米。藍欣玻璃四條生產線改造或建成後，天然氣使用量將成倍增長。

通過努力，本集團具備了進一步發展的良好條件。公司將繼續回報公司股東和社會，為員工
創造更大價值。

財務回顧

毛利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毛利率為20%，去年同期之毛利率為
13%。毛利率水準受收入結構影響。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毛利貢獻
較低之實地燃氣銷售為80,70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278,032,000港元銳減71%。毛利貢獻
較高之接駁服務收入為156,96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112,377,000港元增長40%。收入結
構改變使得本集團毛利率攀升。

行政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行政開支為55,705,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之49,586,000港元增加6,119,000港元或增長12%。隨著本集團經營規模擴大，包含人工成
本在內的管理成本增加。



— 22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49,681,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之40,241,000港元增加9,440,000港元或增長23%。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每股盈利為0.43港仙，比對去年同期為每股盈
利0.35港仙。

利率掉期合約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確認一項金融衍生工具公允價值損失
11,369,000港元，主要原因為受全球經濟動盪影響，本集團為一項長期貸款簽訂的一份利率
掉期合約公允價值下降所致。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本集團與香港銀團簽訂一項七年期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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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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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6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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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掉期合約為延期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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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生重大影響。目前之市場利率水準處於又一歷史低點，該掉期合約之公允價值隨經濟狀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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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流動性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借貸總額為842,206,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794,628,000港元），現金及銀行存款為350,631,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451,558,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綜合流動資產約為805,468,000港
元及其流動比率為0.51。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約為127%，以綜
合借貸總額842,206,000港元佔綜合總權益（包含本集團控制性權益除外的所有股本及儲備）約
665,623,000港元之比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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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結構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借貸總額為842,206,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794,628,000港元）。265,81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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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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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短期貸款及長期貸款
中流動部分合共為593,648,000港元，其餘均為一年或一年以上償還之長期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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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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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率變動引致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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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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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受限銀行存款為30,8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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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之貸款協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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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披露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其他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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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子公司及聯營公
司。

或有負債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公告就於二零一五年到期人民幣500,000,000元6.5厘債券
進行定價。該債券將以百分百之發行價發行，以每半年形式按6.5厘之年利率支付利息，並
於二零一五年到期。債券發行所得款項用於支付應付工程款項、償還即期借款及營運資金用
途。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公告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出申請，以批
准該債券按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之發售通函所述以僅向專業投資者發行債券之形式
上市及買賣。該債券上市及買賣許可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生效。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公告重新取得六家所出售子公司既冀州華燊燃氣有限公
司、安新利華華燊燃氣有限公司、清苑濱海燃氣有限公司、豐縣華燊燃氣有限公司、瀏陽華
燊燃氣有限公司及高安華燊燃氣有限公司（「六間子公司」）之控制權，並將為此向泰達香港
置業有限公司（「泰達香港」）以港幣支付對價相等於人民幣66,124,792.53元之款項（經參考六
間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以反映泰達香港（透過勵泰投資有限公
司）將不再擁有該等六間子公司之控制權。本公司認為該等六間子公司之業務營運已經改善
且值得本公司重新投資。本公司預期再次控制該等六間子公司公司能夠提升本集團之價值。
收購六間子公司後，本公司無意再回購任何其他所出售的子公司。

僱員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有1,188名員工（二零一一年：1,123名），於本報告
期間總薪酬約為32,88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8,053,000港元）。

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具市場競爭力之薪酬計劃，並按照員工個人表現及集團業績酌情向合資格
員工授予花紅及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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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主要股東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與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a)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他相聯法團（定
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
或債券中持有 (a)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
倉；或 (b)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之董事交易所需標準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股份權益 依據購股權 普通股股份

於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
普通股

董事名稱 身份
個人
權益

公司
權益

家族
權益

股份
總權益 

之相關普通
股股份權益

及相關股份
總權益

總股本
百分比

高亮先生 實益擁有人 — — — — 10,000,000 10,000,000 0.17%
張軍先生 實益擁有人 — — — — 7,000,000 7,000,000 0.12%
戴延先生 實益擁有人 — — — — 7,000,000 7,000,000 0.12%
王剛先生 實益擁有人 — — — — 7,000,000 7,000,000 0.12%
朱文芳女士 實益擁有人 — — — — 7,000,000 7,000,000 0.12%
葉成慶先生 
太平紳士

實益擁有人 — — — — 2,000,000 2,000,000 0.03%

羅文鈺教授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 —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0.05%
謝德賢先生 實益擁有人 — — — — 2,000,000 2,000,000 0.03%
劉紹基先生 實益擁有人 — — — — 2,000,000 2,000,000 0.03%

董事於公司授出購股權之權益詳情載於以下「董事認購股份之權利」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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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之權利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授予若干董事認購本公
司普通股股份之購股權，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
該等購股權詳情如下：

董事名稱 獲授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一日尚未
行使之購股權

涉及之
普通股

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
涉及之
普通股

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佔公司
已發行
普通股
總股本
百分比

（港元）

高亮先生 27.9.2010 27.9.2010-
26.9.2020

0.56 10,000,000 10,000,000 0.17%

張軍先生 27.9.2010 27.9.2010-
26.9.2020

0.56 7,000,000 7,000,000 0.12%

戴延先生 27.9.2010 27.9.2010-
26.9.2020

0.56 7,000,000 7,000,000 0.12%

王剛先生 27.9.2010 27.9.2010-
26.9.2020

0.56 7,000,000 7,000,000 0.12%

朱文芳女士 27.9.2010 27.9.2010-
26.9.2020

0.56 7,000,000 7,000,000 0.12%

葉成慶先生太平紳士 27.9.2010 27.9.2010-
26.9.2020

0.56 2,000,000 2,000,000 0.03%

羅文鈺教授 27.9.2010 27.9.2010-
26.9.2020

0.56 2,000,000 2,000,000 0.03%

謝德賢先生 27.9.2010 27.9.2010-
26.9.2020

0.56 2,000,000 2,000,000 0.03%

劉紹基先生 27.9.2010 27.9.2010-
26.9.2020

0.56 2,000,000 2,000,000 0.03%

附註： 購股權之可行使期乃自獲授日期起十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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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述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他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概無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於公司
存置之登記冊內之其他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之董事交易所
需標準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其他權益或淡倉。

(b)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本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3節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之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或公司
列載如下：

身份及 本公司普通股股份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普通股
股東名稱 倉 權益性質 實益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 總計 股本約百分比

津聯集團有限公司（「津聯」） 好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496,188,000
（附註1）

1,333,333,333
（附註2）

1,829,521,333 30.53%

淡 代名人 — — 1,333,333,333
（附註3）

— 1,333,333,333 22.25%

泰達 好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8,670,653,873
（附註3）

— 8,670,653,873 144.68%

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好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496,188,000
（附註1）

— 496,188,000 8.28%

天津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好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496,188,000
（附註1）

— 496,188,000 8.28%

Santa Resources Limited 好 實益擁有人 496,188,000
（附註1）

— — — 496,188,000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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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及 本公司普通股股份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普通股
股東名稱 倉 權益性質 實益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 總計 股本約百分比

沈家燊（「沈先生」） 好 實益擁有人╱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5,650,000 — 749,350,000

（附註4）
— 765,000,000 12.77%

華燊燃氣發展集團 
（開曼群島）有限公司

好 實益擁有人 749,350,000
（附註4）

— — — 749,350,000 12.50%

胡文莉女士 好 配偶之權益 — 765,000,000
（附註5）

— — 765,000,000 12.77%

附註：

1. 披露之權益乃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直接
全資公司Santa Resources Limited於本公司所持有之權益。津聯（通過其全資子公司天津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成為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東。

2. 該1,333,333,333股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指假設全面兌換根據清償協議發
行予銀團銀行之40,000,000股可換股優先股，可發行之1,333,333,333股潛在股份，而根據清償協
議，津聯之全資子公司Cavalier Asia Limited（「津聯BVI」）將在該些可換股優先股發出後的第五個
週年日從銀團銀行回購。津聯BVI已同意在完成向銀團銀行收購上述可換股優先股後轉讓予泰達
香港（泰達之全資子公司）。

3. 該等8,670,653,873股股份指：(i)泰達香港（泰達之全資子公司）持有之3,003,987,207股股份；(ii)
假設全面兌換泰達香港持有之130,000,000股可換股優先股，可發行予泰達之4,333,333,333股潛在
股份；(iii)如附註2所述，泰達香港將從津聯BVI認購之1,333,333,333股潛在股份。

4. 華燊燃氣發展集團（開曼群島）有限公司由沈先生全資擁有。沈先生持有之公司權益乃憑藉彼於華
燊燃氣發展集團（開曼群島）有限公司之權益而被視為擁有之股份權益。

5. 胡文莉女士憑藉彼之配偶沈先生於該等股份之權益，而彼視為擁有股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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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獲通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
以上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於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舉行之週年股東大會上，本公司股東批准一項新購股權計劃
（「2010年購股權計劃」）以替代先前已失效之購股權計劃，依據2010年購股權計劃，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向本公司董事及若干本集團連續合約僱員授出購股權。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購股權授出、行使、失效或註銷。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僱員依據2010購股權計劃持
有購股權及其變動詳情如下：

獲授人士 獲授日期
行使期
（附註） 行使價

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一日尚未
行使之購股權
涉及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尚
未行使之購股

權涉及之
普通股

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佔
公司已發行總
股本百分比

（港元）

董事 27.9.2010 27.9.2010-
26.9.2020

0.56 46,000,000 46,000,000 0.77%

僱員 27.9.2010 27.9.2010-
26.9.2020

0.56 28,000,000
 

28,000,000
 

0.47%
 

合共 74,000,000 74,000,000 1.24%

附註：  購股權之行使期乃自獲授日期起十年期間。

合規顧問之權益

根據本公司與華高和昇財務顧問有限公司（「華高和昇」）所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五月七日
之合規顧問協議，華高和昇獲委任為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至本公司公佈截至二零
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期間之合規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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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披露外，華高和昇、其董事、僱員或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證
券中擁有任何權益，且並無任何權利以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
證券。

董事於合約之權益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之任何時間，概無任何董事於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所
訂立而對本集團業務有重大影響之任何合約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董事資料變更

羅文鈺教授，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滿退休。

與控股股東特定履約有關的有契諾貸款協議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濱海投資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借
款人及本公司作為擔保人與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分行簽署一份總額為622,400,00港元、期限為7年的信貸融資協議（「融資協議」）。貸款資金
將用於公司運營和業務發展。根據融資協議之條款，如果泰達不再是本公司的單一最大股東
（不論直接或間接），融資協議項下的貸方承諾貸款額度可能會被取消，所有未償還貸款和應
計利息可能會被宣佈立即到期及應付。泰達目前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普通
股股本約50.13％。

競爭性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除泰達（通過泰達香港）於根據二零零八年五
月二十八日，本集團之子公司與津聯BVI簽訂之出售協議（經修訂）出售予津聯BVI之子公司
（其出售被視為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完成）（「剝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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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泰達香港將不再擁有六家剝離公司的控制權。雖然前子公司從
事業務與本集團類似，但業務經營地點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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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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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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光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75
2. 東營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3. 冀州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98
4. 博興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5. 濟南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6. 江山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7. 徐州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8. 懷寧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9. 江西南昌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0. 宿遷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1. 高安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2. 邳州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3. 新沂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4. 豐縣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5. 瀏陽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6. 寧陽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7. 清苑益民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99
18. 安新利華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99
19. 微山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回購該等前子公司，泰達香港不再擁有其控制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列明其職權範
疇。審核委員會現由劉紹基先生、羅文鈺教授、謝德賢先生、及葉成慶太平紳士4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組成，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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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就此公告
提供意見及評論。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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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交易公司股票須知會董事會主席並經董事會主
席確認， 且須按照批准的時間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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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所有董事已確認
遵守了上市規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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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及行為守則
之規定。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以下披露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
則附錄15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由於臨時商務活動，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
年八月二十三日舉行之週年股東大會，故未能遵守守則條文A.6.7之規定。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

高亮
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張秉軍先生及高亮先生，五名非執行董事申小
林先生、張軍先生、戴延先生、王剛先生及朱文芳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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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