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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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ENGLI OIL & GAS PIPE HOLDINGS LIMITED

勝 利 油 氣 管 道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收入為約人民幣649,694,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約64.2%。

. 稅前盈利為約人民幣81,341,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約43.9%。

. 毛利率為15.4%，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7.4個百分點。

. 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2.79分。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 1 –



勝利油氣管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期間」）按照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之未經審計之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營業額 3 649,694 1,813,199

銷售成本 (549,478) (1,667,739)

毛利 100,216 145,460

其他收入 4 15,595 19,130

銷售及分銷費用 (8,415) (5,849)

行政開支 (25,750) (12,586)

財務費用 5 (305) (1,275)

除稅前利潤 6 81,341 144,880

所得稅開支 7 (12,008) —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69,333 144,880

每股盈利

— 基本（人民幣分） 9 2.79 16.10

— 攤薄（人民幣分） 9 2.79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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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况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313,160 230,701

預付租賃款 17,012 17,103

商譽 2,525 2,525

332,697 250,329

流動資產

存貨 328,568 255,598

應收貸款 11 100,000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042,368 488,997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17 (d) 4,403 4,389

預付租賃款 355 355

銀行結餘及現金 538,054 1,168,293

2,013,748 1,917,63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404,530 350,019

應付稅項 11,452 —

銀行及其他借款 14 — 87,058

415,982 437,077

流動資產淨額 1,597,766 1,480,5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30,463 1,730,88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219,572 211,656

儲備 1,710,416 1,518,753

總權益 1,929,988 1,730,40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75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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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繳足資本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法定

盈餘儲備 購股權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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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文附註(a)）（下文附註(b)）（下文附註(c)）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 — — — — 148,926 148,926

期內利潤及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44,880 144,880

轉撥 — — — 9,685 — (9,685)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 — — 9,685 — 284,121 293,806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211,656 1,033,948 (9) 9,685 — 475,129 1,730,409

期內利潤及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69,333 69,333

轉撥 — — — 41,139 — (41,139) —

於本公司股份超額配發時

發行的新股份

（見附註15(h)） 7,916 166,231 — — — — 174,147

股份超額配發應佔交易成本 — (6,213) — — — — (6,213)

發行購股權 — — — — 5,902 — 5,902

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 (43,590) — — — — (43,59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19,572 1,150,376 (9) 50,824 5,902 503,323 1,929,988

附註：

A. 其他儲備

其他儲備即本集團重組時引致的儲備。

B. 法定盈餘儲備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外資企業的相關法規，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須存置不可分派的法定盈

餘儲備基金。有關儲備之撥備乃來自中國附屬公司法定財務報表的除稅後純利，而款額及分配基準

乃由董事會按年決定。法定盈餘儲備基金可用於彌補過往年度的虧損（如有），並可以資本化發行之

方式轉換為資本。

C. 購股權儲備

購股權儲備指授予本集團合資格僱員的購股權計劃所產生的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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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營業務
除稅前利潤 81,341 144,880
經調整：
財務費用 305 1,275
利息收入 (1,798) (101)
存貨（撥回）撇減 (1,132) 6,18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411 11,058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5,902 —
解除預付租賃款 159 6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43) —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現金流量 97,045 163,359
存貨（增加）減少 (71,838) 426,49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553,372) (186,49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54,706 (328,095)

業務所得（所用）現金 (473,459) 75,263
已付所得稅 (556) —
已付利息 (305) (1,275)

經營業務（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474,320) 73,988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95,180) (14,540)
預付租賃款增加 (68) —
關連人士還款 — 2,840
墊付予關連人士 (14) —
已收利息 1,798 101
授予第三方貸款 (100,00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259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93,205) (11,599)

融資活動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174,147 —
已付股息 (43,590) —
發行股份之開支 (6,213) —
償還關連人士 — (73,097)
償還借款 (87,058) —
關連人士墊款 — 8,290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7,286 (64,8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630,239) (2,418)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68,293 80,796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538,054 7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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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事項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上市規

則」）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以下內容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以股份為基礎薪酬

所收取服務之公平值乃經參考於授出日期所授出購股權之公平值釐定，按歸屬期以直線基準支銷，

權益相應增加（購股權儲備）。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修訂對預期最終將歸屬的購股權數目的估計。歸屬期內修訂估計的影響（如有）於

損益確認，並對購股權儲備作出相應調整。

於購股權獲行使時，先前在購股權儲備確認的金額將轉撥至其他儲備。倘購股權於歸屬日期後被沒

收或於屆滿日期仍未行使，先前在購股權儲備確認的金額將轉撥至其他儲備。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的一系列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

始的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本（作為二零零八年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改進之一部分）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的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譯委員會

—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業務合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業務合併」已應用至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業務合併。然而，由於在本中期期間，並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適用的交易，因此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並無對現時或過往會計期間本集團的報告業績或財務狀

況產生任何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已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開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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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全面收益總額歸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股東，即使將導致非控股權益結餘出現虧絀；及

(ii) 本集團於附屬公司所有權權益之變動乃列賬作股權交易。

然而，由於本中期期間並無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適用之交易，故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二零零八年）「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或之間會計期間之呈報業績或財務狀

況並無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惟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修訂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零年之改進1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的披露3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的分類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就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的比較資料所獲

有限豁免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的預付款項3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消除金融負債4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如適用）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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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a) 營業額

營業額指於有關期間就下列項目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1) 銷售商品；及

(2) 提供加工服務。

於有關期間內，本集團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以下各項收益
— 銷售商品 627,936 1,777,813
— 提供加工服務 21,758 35,386

649,694 1,813,199

(b) 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有兩個可報告分部：SSAW焊管業務（「SSAW焊管業務」）及冷彎型鋼

業務（「冷彎型鋼業務」）。SSAW焊管業務分部生產主要用於石油行業的螺旋埋弧焊管，而冷彎

型鋼業務生產主要用於基礎設施行業的冷彎型鋼。

該等可報告分部構成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行政總裁）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決定的基

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及業績

SSAW

焊管業務

冷彎型鋼

業務 總計 對銷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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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外部銷售額 591,017 58,677 649,694 — 649,694

內部銷售額 — 2,610 2,610 (2,610) —

591,017 61,287 652,304 (2,610) 649,694

業績

分部業績 92,039 3,076 95,115 — 95,115

利息收入 1,798

未分配開支 (15,267)

融資成本 (305)

除稅前利潤 8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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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及業績

SSAW

焊管業務

冷彎型鋼

業務 總計 對銷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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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外部銷售額 1,777,649 35,550 1,813,199 — 1,813,199

內部銷售額 — 96 96 (96) —

1,777,649 35,646 1,813,295 (96) 1,813,199

業績

分部業績 159,028 (8,089) 150,939 — 150,939

利息收入 101

未分配收入 67

未分配開支 (4,952)

融資成本 (1,275)

除稅前利潤 144,880

分部間銷售乃按雙方同意的售價而定。

分部利潤指各分部賺取的利潤，並無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袍金、上市開支、融資成

本、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外匯收益╱虧損及與分部核心業務並無直接關係的項目）。此

乃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人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衡量方式。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收益全部來自中國客戶。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包括：
銷售廢料收益 13,203 15,834

利息收入 1,798 101

質量檢測服務收入 399 539

滙兌收益淨額 — 59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 143 —

銷售餘料收益 52 42

裝卸服務收入 — 2,555

15,595 1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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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融資成本包括：
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305 1,275

6.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
— 薪金及工資 24,050 22,527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836 1,474

—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5,902 —

31,788 24,00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12,411 11,058

解除預付租賃款 159 61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附註見下文） 549,478 1,667,739

外匯虧損凈額 4,961 —

核數師薪酬 512 569

附註：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中包括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撥回撇減存貨有

關的金額人民幣1,132,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撇減存貨有關的人

民幣6,186,000元）。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所得稅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2,008 —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

課稅利潤，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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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關期間，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新加坡共和國（「新

加坡」）註冊成立之本公司附屬公司China Petro Equipment Holdings Pte Ltd.（「CPE」）按17%的法

定稅率繳稅。由於本集團概無於新加坡產生亦無自新加坡錄得收入，故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並無

作出新加坡所得稅撥備。

於中國成立之本公司附屬公司山東勝利鋼管有限公司（「山東勝利」）的法定稅率為25%。山東勝利自

其首個獲利經營年度起計兩年可獲豁免繳納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可獲中國所得稅減半豁免。山東

勝利已於二零零九年享有次年的豁免，並於二零一零年獲得減半豁免。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稅項支出與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內的除稅前利潤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除稅前利潤 81,341 144,880

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之稅項

（見下文附註(a)） 20,335 36,220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3,388 463

未確認稅項虧損的稅務影響 293 1,221

稅項豁免的影響 (12,008) (37,904)

12,008 —

附註：

a. 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指山東勝利適用的所得稅稅率，山東勝利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主要經營附屬公司。

b. 根據中國稅務通知（國稅函[2008]112號），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或

營業場所的「非居民」投資者的股息（將由本公司中國經營附屬公司按二零零八年之後所得盈利

為基準支付）按10%的稅率徵收中國預扣所得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國政

府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如新加坡居民公司直接擁有中國公司股本

至少25%，則適用的股息預扣稅稅率為5%。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與中國附屬公司未分派盈利（並無就

其確認遞延稅負債）相關的暫時性差異總額分別為人民幣457,000,000元及人民幣521,000,000

元。本集團並無就該等差額確認任何負債，此乃因為本集團現時正控制該暫時性差額的收回進

度，且本公司、本集團主要經營附屬公司山東勝利的股東已決議保留於有關期間的經營盈利不

予分派。因此，該差額很可能於可見未來無法收回或毋須繳納預扣稅。

c. 概無遞延稅項資產就來自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的稅項虧損人民幣1,172,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884,000元）獲確認，此乃由於本集團管理層認為可扣減稅項虧

損並不可供抵銷該等附屬公司的應課稅利潤。

– 11 –



8. 股息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已向股東派付每股人民幣0.0175元（相等於每股0.02港元）（二零零九

年：零）的股息作為二零零九年的末期股息，並已計入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份

溢價賬。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9. 每股盈利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乃基於本公司

擁有人於有關期間應佔綜合利潤以及股份加權平均數2,483,535,912（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900,000,000），此乃按集團重組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後已發行及尚未發行的100,000

股股份，並計入股東貸款資本化後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已發行及尚未發行的100,000股股

份，以及附註15所披露的資本化發行1,799,800,000股股份而釐定。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並不假設行使本公司購股權，此乃由於

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平均市價。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動用約人民幣94,986,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0,354,000元）收購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提升其生產能力。

11. 應收貸款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定息應收貸款，於1年內到期 100,000 —

本集團應收貸款指透過一間中國金融機構授予第三方的已抵押貸款。該貸款按年利率為5厘計息，

且將於一年內悉數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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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a 457,647 424,776

應收票據 18,816 12,130

476,463 436,906

墊付予供應商的款項 b 521,485 38,352

支付予客戶的投標按金 7,033 1,371

其他應收稅項 c 24,332 —

其他 13,055 12,368

1,042,368 488,997

附註：

a.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90日的信貸期。所有應收票據的信貸期為90日內。

於該兩個期間結束時，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90日內 296,835 401,014

90日以上，1年以內 160,812 23,708

1年以上 — 54

457,647 424,776

b. 墊付予供應商的款項

本集團墊付予供應商的款項主要包括採購原材料的按金。

c. 其他應收稅項

本集團其他應收稅項主要指應收增值稅（「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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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a

— 關連人士（見附註17(c)） — 4,364

— 非關連人士 226,727 230,158

226,727 234,522

應付票據 30,000 —

256,727 234,522

預收客戶賬款 b 125,073 4,458

應付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款項 9,629 9,824

其他應付稅項 c 596 75,597

應付上市開支 — 14,055

其他 12,505 11,563

404,530 350,019

附註：

a.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主要包括貿易採購的未支付款項。由供應商提供的信貸期一般為90日，自

由供應商處收取貨品時起計。

於該兩個期間結束時，本集團的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3個月內 202,594 180,741

3個月以上，1年以內 47,063 44,651

1年以上 7,070 9,130

256,727 234,522

b. 預收客戶賬款

本集團的預收客戶賬款主要包括向客戶供應貨品時所收取的按金。

c. 其他應付稅項

於報告期末，與應付增值稅有關的計入本集團其他應付稅項的金額為零（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74,56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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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及其他借款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一年內到期的銀行借款：
— 有抵押 — 15,000

— 無抵押 — 65,000

一年內到期無抵押的其他借款 7,058

— 87,058

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實際利率如下：

實際年利率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 %

（未經審核）

實際利率：

定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 4.86%至5.31%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償還所有銀行及其他借款。

15.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

法定：
— 於註冊成立日期 3,800,000 380

—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增加 4,996,200,000 499,620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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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
— 於註冊成立日期已配發及發行1股

股份，零代價 1 — —

—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已配發及

發行1股股份，零代價 1 — —

— 於集團重組時發行的股份 99,998 10 9

— 股東貸款資本化發行的股份 100,000 10 9

— 於上市時發行的股份 600,000,000 60,000 52,914

— 有關資本化發行的股份溢價賬資本化

時發行的股份 1,799,800,000 179,980 158,724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00,000,000 240,000 211,656

— 超額配發時發行的股份 90,000,000 9,000 7,916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490,000,000 249,000 219,572

附註：

a.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380 , 000港元，拆分為

3,8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於註冊成立日期，1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按面值以零代

價發行予Codan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其後轉讓予本公司董事閆唐鋒先生。

b.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閆唐鋒先生將其持有Shengli (BVI) Ltd.（「Shengli (BVI)」）的

100%股權轉讓予本公司，代價為本公司將其持有的一股未繳股款股份入賬列作繳足及向其發

行一股入賬列作繳足的股份。

c.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閆唐鋒先生將其持有的兩股本公司股份轉讓予Acep l u s

Investments Limited（「Aceplus」），代價為Aceplus向閆先生發行其股本中的兩股股份。

d.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八日，Aceplus將其於CPE股本中持有的兩股股份轉讓予Shengl i

(BVI)，代價為本公司向Aceplus發行99,998股入賬列作繳足的股份。

e.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就將本公司結欠Aceplus人民幣146.45百萬元的股東貸款資本化

向Aceplus發行100,000股入賬列作繳足的股份。

f. 根據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

i. 透過增設4,996,2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於各方面均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

益），將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380,000港元增至500,000,000港元。

ii. 待本公司的股份溢價賬因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上市」）而獲得進賬後，將

179,980,000港元撥充資本，用作按面值悉數清償1,799,800,000股股份的股款，以供配發

及發行予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資本

化發行」），且根據該決議案，該等將予配發及發行的股份於各方面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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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股份的上市以發行價每股2 . 2港元發行

6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新股份。

h.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刊發的公佈，上市的獨家全球協調人及獨家賬簿管理人麥

格理資本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已按發行價每股2.2港元行使9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新股份

的超額配股權，因此，本公司按發行價每股2.2港元額外發行9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

新股份。

16.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本公司為本集團合資格僱員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本期內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授出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 24,000,000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刊發的公佈，本公司向合資格參與者（「承授人」）授出24,000,000

份購股權，可按行使價每股股份2.03港元認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所授出的購股權之行使期為10年，且須按下列方式歸屬：

歸屬日期 歸屬之購股權百分比

於授出日期後的第一個周年 已授出購股權總數的三分之一

於授出日期後的第二個周年 已授出購股權總數的三分之一

於授出日期後的第三個周年 已授出購股權總數的三分之一

緊隨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授出日期）之前，本公司股份的收市價為1.98港元。

於授出日期，購股權之公平值總額乃採用二項式模式釐定為約29,100,000港元。

購股權公平值之計算乃採用下列假設：

二零一零年

二月十日

授出日期之股份價格 1.98港元

行使價格 2.03港元

訂約年期 10年

預期波幅 67%

預期收益率 0%

無風險利率 2.87%

本公司採用二項式模式釐定購股權之公平值。計算購股權公平值時採用之變數及假設乃基於董事之

最佳估計。購股權之公平值隨著變數及假設的變動可能產生差異。

於各結算日，本集團會修訂其對預期最終歸屬之購股權數目的估計。修訂估計之影響（如有）乃於損

益確認，並對購股權儲備作出相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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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確認的購股權開支人民幣5,902,000元已計入本期簡

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

17. 關連人士交易

(a) 本集團的關連人士

本公司董事認為，以下實體為本集團的關連人士：

關連人士名稱 與本公司的關係

勝利鋼管有限公司（「勝利鋼管」） 共同董事

淄博勝利防腐工程有限公司（「勝利防腐」） 共同董事及勝利鋼管的聯營公司

Aceplus 最終控股公司

SEAVI Advent Equity V(A) Ltd,（「SEAVI」） 本公司股東及於本公司董事會有代表

Apollo Asia Opportunity Master Fund, L.P,

（「Apollo」）

本公司股東

(b)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於該兩個報告期間與關連人士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向以下公司銷售貨品及原料：
— 勝利鋼管 — 2,679

自以下公司收取的公共設施收入：
— 勝利防腐 199 798

向以下公司支付的租金開支：
— 勝利鋼管 3,200 3,198

自以下公司採購原料：
— 勝利防腐 —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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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與關連人士的貿易結餘

於該兩個報告期末，本集團與以下關連人士存在重大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 勝利防腐 — 4,364

其他應付款項：
— 勝利鋼管 884 1,262

884 5,626

(d) 與關連人士的非貿易結餘

除附註13所披露的有關應付勝利鋼管款項外，本集團於該兩個報告期末與以下關連人士存在重

大非貿易結餘：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應收以下公司款項：
— Aceplus 3,078 3,067
— SEAVI 796 793
— Apollo 529 529

4,403 4,389

附註： 於各報告期末的上述非貿易結餘乃應收就上市分佔的上市費用。

(e)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及主要管理層其他成員的

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工資及津貼 1,056 96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6 59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4,721 —

5,843 1,025

主要管理層的薪酬乃參照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予以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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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之營業額為人民幣

649,694,000元，減少約64.2%，而去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813,199,000元。大幅減少的主

要原因是SSAW焊管業務收入減少，此乃中國政府採納嚴格措施從而令於中國開始之若

干主要國家石油及天然氣管道建設延遲所致。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兩項核心業務中，SSAW焊管業務營業額

為人民幣591,017,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77,649,000

元），按年減少約66.8%；冷彎型鋼營業額為人民幣58,677,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5,55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65.1%。

毛利

於回顧期間，毛利為人民幣100,216,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

幣145,460,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按年減少31.1%。整體毛利率15.4%（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8.0%），較去年同期增加7.4個百分點。整體毛利率上升主要

是因為本期作為本集團產品售價主要構成部分的鋼卷價格有所下降。稅前利潤為人民幣

81,341,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44,880,000元），較去年同

期減少約43.9%。有關減少主要是由於營業額下跌。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為人民幣15,595,000元，較去年同期減

少人民幣3,535,000元，主要原因是廢料收益因SSAW總產量減少而相應下跌所致。除此

之外，去年同期的其他收入中包括一項一次性的裝卸服務收入（人民幣2,555,000元）。然

而，有關減少被回顧期間的利息收入增加人民幣1,697,000元部分抵銷。

銷售及分銷費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及分銷費用為人民幣8,415,000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43.9%。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運輸安排的變更，令今年上半年運費增加人民幣

2,130,000元，雖然銷量較去年同期有所減少，但去年同期的管線，如西氣東輸二線、中

亞管線、榆濟管線及澀甯蘭線，供應予這些國家管道的管道運費均由客戶承擔，但是今

年上半年供應予北京燃氣管線、萊州至昌邑管線及其他地方管線的管道運費均由本集團

承擔，令運輸費用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然而，本集團已將有關成本計入售價。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為人民幣25,75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

加104.6%。有關開支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本集團向部份僱員及董

事授出第一次購股權，並須根據有關會計準則計提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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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2,000元；除此之外，本集團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全球發售及上市所募集的港

幣資金，經匯兌人民幣所產生匯兌損失約人民幣4,961,000元。

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費用約人民幣305,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76.1%。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在二零一零年第一季把所有銀行貸款付清，相關的財

務費用因而減少。

所得稅開支及純利

因本集團主要經營附屬公司享有的兩年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已於二零零九年底

結束，但從二零一零年起隨後三年，該仍享有50%減免的優惠，故適用稅率為12.5%。

經扣除稅項人民幣12,008,000元（二零零九年：零）後，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純利為人民

幣69,333,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44,880,000元）。

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的總資產約為人民幣2,346,445,000元（於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 , 1 6 7 , 9 6 1 , 0 0 0元），而本集團淨資產約為人民幣

1,929,988,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30,409,000元）。每股淨資產

價值為人民幣0.78元，比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0.06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的總負債為人民幣416,457,000元，比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437,552,000元減少了人民幣21,095,000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現金為人民幣538,054,000元，且並無債項。

全球發售募集資金使用情況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根據全球發售發售600百萬股，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經行使

超額配股權後增發9千萬股（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之招股

章程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之公佈）。因進行上述股份發行，本集團合

共募集到資金淨額大約人民幣1,229,702,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

從募集資金中已經使用約人民幣85,320,000元。集資結餘仍由持牌財務機構作為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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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來自全球發售募集資金的使用情況和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公司的招股書中所披

露的募集資金的使用計畫相比並無實質變化，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募集資金

使用在項目上的情況大致分析如下：

募集資金累計使用情況

預計金額 累計開支

項目 人民幣（百萬） 人民幣（百萬）

(1) 興建一條200,000噸年產能LSAW焊管生產線

及一條防腐塗層生產線 650 —

(2) 興建四條SSAW預精焊生產線，共460,000噸

年產能及防腐設施 440 85.32

(3) 升級一條冷彎型鋼生產設施為100,000噸

年產能ERW焊管生產線 50 —

合計 1,140 85.32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中國最大的石油及天然氣管道生產商之一，營運主要分為兩個業務分部：

SSAW焊管及冷彎型鋼。

SSAW焊管

作為中國其中一家最大的石油及天然氣管道製造商，本公司是中國能夠提供符合（其中

包括）原油、成品油產品及天然氣長距離輸送要求的高壓、大口徑用管的少數SSAW焊管

供應商之一，並且是中國少數通過核准，合資格向境內主要石油和天然氣公司提供服務

的製造商（「合資格製造商」）中，唯一一家私營企業。本集團專注於對用作運送原油、成

品油產品及天然氣的SSAW焊管進行設計、製造、防腐加工和服務。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全球發售募集資金之公司未來發展計劃所投資建

設的第一個項目 — 兩條合共100,000噸年產能的SSAW焊管生產線成功建成並投產後，

本集團SSAW焊管生產線的總年產能達到640,000噸，董事相信佔所有合資格製造商的現

有總產能約四分之一。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SSAW焊管用於世界的油

氣管線主幹的總長度約為18,000公里，其中94.5%安裝於中國境內，其餘5.5%安裝於海

外。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SSAW焊管業務的總營業額為人民幣

591,017,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77,649,000元），佔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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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總營業額約91.0%（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8.0%）。SSAW焊管業務

主要分為(1) SSAW焊管銷售；(2) SSAW焊管加工服務；及(3)防腐處理服務。

SSAW焊管銷售的營業額為人民幣523,268,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1,601,982,000元），較去年同期按年減少67.3%。有關銷售約73.8%來自國家

管道項目（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95.6%）。SSAW焊管加工服務的

營業額為人民幣20,781,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4,936,000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0.5%。有關營業額約90.5%乃國家管道項目營業額（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由於中期期間，國家管道項目減少，而地方管道項

目所需的防腐處理服務較少，導致同期的防腐處理服務收入亦大幅減少。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防腐處理服務的營業額為人民幣46,968,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40,731,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66.6%。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由於中國政府採取收緊措施，嚴格控制新建及大型建築項目（包

括管道項目），因此令中國多個主要國家油氣管道（包括中緬油氣管道及中亞管線）的建

築工程延期施工。基於有關延期，於中期期間，本集團所接獲有關大口徑、高鋼級及厚

管壁，一般供應作主要國家油氣管道且售價及利潤較高的管道的供應訂單大幅減少。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SSAW的總銷量為127,846噸（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251,579噸），同比減少49.2%。國家管道項目所佔比例由去年上半年的

94%，減少至80%。

銷量（噸）

二零一零年

上半年

二零零九年

上半年 變動(%)

SSAW焊管銷售 95,352 200,225 -52.4%

SSAW焊管加工服務 32,494 51,355 -36.7%

總共 129,846 251,579 -49.2%

防腐服務（平方米） 756,313 2,312,735 -67.3%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完成的 SSAW 國家管道項目包括泰青威管線、日照至東明

管線、陝京三線、日照至儀征管線和榆濟管線；本集團完成的地方管道項目包括萊州至

昌邑管線、北京燃氣、濰坊至黃島管線和北海至南寧管線。完成的防腐服務項目包括泰

青威管線、日照至東明、陝京三線和威海港華項目。

因整體產量下降，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SSAW焊管的產能利用率

為54.1%（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78.4%），較去年同期減少24.3百分點。

冷彎型鋼

除SSAW焊管的主要業務外，本集團還利用焊接技術及各種設備生產冷彎型鋼。冷彎型

鋼是現代建築的主要使用物料之一，而本集團生產之冷彎型鋼主要用於建築業及製造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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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及貨櫃。本集團現有三條冷彎型鋼生產線，年產能為60,000噸，可以生產方管、矩形

管、圓形鋼管等一系列規格的冷彎型鋼產品。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冷彎型鋼之銷售所帶來的營業額為人民幣

57,699,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35,101,000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64.4%；冷彎型鋼加工服務的同期營業額為人民幣978,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449,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17.8%。整體冷彎型鋼業務營業

額為人民幣58,677,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35,550,000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65.1%。營業額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了冷彎型鋼市場的開拓力

度，使冷彎型鋼的訂單和銷量同時增加。

銷量（噸）

二零一零年

上半年

二零零九年

上半年 變動(%)

冷彎型鋼 18,025 11,664 54.5%

未來展望

為了令本集團的產品更多元化，公司將致力擴展LSAW焊管及ERW焊管的設計及生產

能力，計畫興建一條年產能為200,000噸的LSAW焊管生產線，同時也會將現有一條冷彎

型鋼生產線提升為年產量達100,000噸，普遍安裝於小口徑油氣管線的ERW焊管生產

線。

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中國油氣管道的需求仍然取決於中國政府的收緊措施之影響及嚴

格控制新建及大型建築項目等政策的影響，但中國的油氣管道建設與國內龐大的能源需

求關係非常密切，董事深信，國內主要油氣管道建設不會長時間拖延。下半年，公司計

劃加快推進現有的擴大產能計畫、並提升產品研發素質、研究不同市場需求以探索新機

遇，把握在短期的行業低潮時，積極並謹慎物色及甄選與本集團主營業務創造協同效益

的潛在收購對象及合作項目，藉此壯大公司規模及加強長遠競爭力。於二零一一年，公

司相信整體油汽管道行業發展將重拾升軌，並以較快的速度增長。

公司堅持只有擴大產能、提高品質，才可令本集團得以配合國家整體發展的需要及爭取

更高市場佔有率。兩條年產能為360,000噸的SSAW新生產線設備將從德國進口。有關

SSAW新生產線將獲應用的新技術背景及建設後生產線的預期完工日期，請參閱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公告。當地政府的土地徵收手續有所延誤及有關的新

生產線建設工程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初正式動工。預計此項目將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內

完成，待完成後，本集團的SSAW焊管年產能將由目前640,000噸增至1,000,000噸，故董

事相信，本集團將成為中國最大的焊管生產企業。

中國的經濟正迅速增長，快速的城市化為國內石油及管道相關行業創造莫大的契機。為

了提升運輸效益，國內的石油和天然氣管道已經改用直徑較大的管線，從而為管道製造

商帶來更大收益，也對公司未來的業務發展提供穩定的基礎。另外，中國政府一直大力

提倡使用天然氣替代其他能源，國內中小城市及農村的天然氣使用正增加，預期全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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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消耗量於未來十年將增加至中國整體能源消耗量的8%。因此，本公司深信管道相

關行業仍會快速增長，公司對行業前景和其業務的長遠發展充滿信心。

企業管治

概覽

董事認同為達致向整體股東有效的問責性，在本集團管理架構及內部監控程序引進良好

企業管治元素非常重要。董事會一直努力貫徹良好企業管治，並採用健全的企業管治常

規。本集團已採納的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列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原則及守

則條文。本公司之董事並無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內未

能遵守守則內的規定。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中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規定標準。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且全體董事已確

認，彼等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及有

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檢討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的所

有成員均由董事會委任。審核委員會目前由本公司三名董事組成，包括黃詠怡女士、霍

春勇先生及張毅達先生，而黃詠怡女士目前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於回顧期

間召開一次會議，出席率百分之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集團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審

閱內部監控制度及其執行情況等。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

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當中包括審閱中期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外聘

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

中期財務資料」，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本公司及聯交所之網站刊登年度業績

本業績公佈刊登於聯交所之網站 ( h t t p : / / w ww . h k e x . c om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slog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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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上市規則所要求的所有資料的截至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

股東，並刊登於上述網站。

感謝支持及致力向目標進發

最後，本人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向本公司全體股東、客戶和員工表示感謝，因您們一直

以來的支持與鼓勵才可讓我們取得成功和進步。本公司處於石油和相關設備及管道行

業，與國家經濟與戰略發展息息相關。我們承諾以最高的質量與技術標準、充分掌握每

個機遇，為成為全球管線行業領導者之目標進發，為股東帶來最大的投資價值與回報。

承董事會命

勝利油氣管道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張必壯

山東，淄博，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必壯先生、王旭先生及韓愛芝女士；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為閆唐鋒先生、張毅達先生、林永華先生及王加倫先生（林永華先生的替任董

事）；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霍春勇先生、郭長玉先生及黃詠怡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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