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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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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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roAsian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50及認股權證代號：344）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4 119,131 159,027

銷售成本  (105,921) (145,585)
   

毛利  13,210 13,442

其他收入  3,233 447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5,521 2,288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94) (6,642)

行政開支  (60,301) (31,228)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32,342) (47,611)

其他無形資產的攤銷  (290) (53,84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348) (229)

融資成本  (1,539) (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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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  (75,050) (124,763)

所得稅開支 6 (18) (1,157)
   

本期間虧損 7 (75,068) (125,920)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6,347) (101,555)

 非控制性權益  1,279 (24,365)
   

  (75,068) (125,920)
   

股息 8 – –
   

每股虧損： 9

 基本  (2.08)港仙 (4.12)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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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虧損 (75,068) (125,920)

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之換算匯兌差額 1,197 590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73,871) (125,330)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5,275) (101,316)

 非控制性權益 1,404 (24,014)
  

 (73,871) (12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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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政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示）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79,863 99,901

預付租賃款項  3,290 2,748

投資物業  37,821 38,415

其他無形資產 11 2,043,107 2,043,39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2 106,055 71,846

已付一項共同控制業務的訂金  1,287 53,515

已付長期資產的訂金  76,748 4,966
   

   
  2,448,171 2,314,788
   

   
流動資產   

存貨  9,101 21,033

預付租賃款項  55 65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66,236 117,147

持作買賣投資  37,135 33,334

衍生金融資產  865 1,318

可收回稅項  11,024 8,03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1,268 393,225
   

   
  405,684 574,74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75,207 90,767

衍生金融負債  47,094 70,416

稅項負債  2,453 2,379

銀行借貸  24,529 24,615
   

   
  149,283 188,177
   

   
流動資產淨值  256,401 386,57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04,572 2,70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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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37,299 36,261

儲備  2,604,772 2,591,73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權益  2,642,071 2,627,997

   

非控制性權益  5,541 4,137
   

   

權益總額  2,647,612 2,632,134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56,490 68,754

遞延稅項負債  470 470
   

   

  56,960 69,224
   

   

  2,704,572 2,70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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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於經營業務的現金淨額 (69,119) (41,966)
   

 

投資活動 

已付收購長期資產的訂金 (71,782) (65,905)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 (35,557) (12,226)

就可能收購長期資產墊付予控權股東之款項 (28,571) – 

已付一項共同控制業務的訂金增加 (25,676)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6,587) (6,18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265 29 

其他投資活動 1,360 4,347 
   

 

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176,548) (79,943)
   

融資活動
配售新股所得款項 – 71,763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新股所得款項 27,795 45,151 

行使認股權證時發行新股所得款項 15,489 750 

配售認股權證所得款項 2,500 – 

新造銀行貸款 – 19,369 

償還銀行貸款 (12,350) –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33,434 137,03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212,233) 15,124 

於四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93,225 30,585 

匯率變動的影響 276 473 
   

   

於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81,268 46,18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1,268 4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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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列示）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購股權 認股權證    非控制性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權益 權益總額
 附註   （附註 a）  （附註 b） （附註 c）  （附註 d）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的結餘（經審核）  36,261 1,485,836 3,248 236 552,012 9,409 2,407 12,770 525,818 2,627,997 4,137 2,632,134
             

期內虧損  – – – – – – – – (76,347) (76,347) 1,279 (75,068)

海外業務之換算匯兌差額  – – – – – – – 1,072 – 1,072 125 1,197
             

本期間全面收入
 （開支）總額  – – – – – – – 1,072 (76,347) (75,275) 1,404 (73,871)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 – – – – 32,342 – – – 32,342 – 32,342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             

 新股  697 34,360 – – – (7,262) – – – 27,795 – 27,795

行使認股權證時發行新股  341 29,170 – – – – (299) – – 29,212 – 29,212

購股權失效  – – – – – (1,946) – – 1,946 – – –
             

  1,038 63,530 – – – 23,134 (299) – 1,946 89,349 – 89,349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的結餘（未經審核）  37,299 1,549,366 3,248 236 552,012 32,543 2,108 13,842 451,417 2,642,071 5,541 2,64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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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購股權 認股權證    非控制性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權益 權益總額
 附註   （附註 a）  （附註 b） （附註 c）  （附註 d）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的結餘（經審核）  19,857 627,660 3,248 236 (120) 41,171 1,768 17,598 758,363 1,469,781 820,454 2,290,235
             

期內虧損  – – – – – – – – (101,555) (101,555) (24,365) (125,920)

海外業務之換算
 匯兌差額  – – – – – – – 239 – 239 351 590
             

本期間全面收入
 （開支）總額  – – – – – – – 239 (101,555) (101,316) (24,014) (125,330)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 – – – – 47,611 – – – 47,611 – 47,611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
 新股  2,192 42,959 – – – – – – – 45,151 – 45,151

因收購一間聯營公司
 而發行新股 (e)  2,389 45,389 – – – – – – – 47,778 – 47,778

發行認股權證  – – – – – – 770 – – 770 – 770

配售時發行新股  2,250 70,872 – – – – – – – 73,122 – 73,122

股份發行應佔交易成本  – (1,359) – – – – (20) – – (1,379) – (1,379)

註冊成立非全資附屬公司  – – – – – – – – – – 4 4

已付予非控制性權益的股息  – – – – – – – – – – (980) (980)

購股權失效  – – – – – (29,804) – – 29,804 – – –
             

  6,831 157,861 – – – 17,807 750 – 29,804 213,053 (976) 212,077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未經審核）  26,688 785,521 3,248 236 (120) 58,978 2,518 17,837 686,612 1,581,518 795,464 2,37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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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乃指根據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完成之本集團重組被收購附屬公司之股本總面值與本公
司因此發行以作交換之股本面值間之差額。

(b) 其他儲備乃指任何關於附屬公司股權變動之交易（該交易並不會導致全面獲得或失去於該附屬公司之控制權），
以及收購或出售非控制性權益之已付或已收取金額之差額。

(c) 購股權儲備乃指向本公司僱員授出之實際或估計數目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之公平值，乃根據以股份支付款項之會
計政策確認。

(d) 匯兌儲備包括因換算海外業務之財務報表而產生之所有匯兌差額。

(e)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收購利成實業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43%權益，收購
事項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完成。本公司於完成時發行 238,888,888股代價股份及港幣 22,222,222元之現
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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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
市。其主要營業地址為香港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 10樓 1006室。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油漆、混合溶劑及塑料著色劑、買賣化學物料、提供油漆服務、開採及銷售原
油以及租賃投資物業及銷售持有作買賣物業。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除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時所依循
者一致，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若干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或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作為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的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中有關租賃土地之分類已
作修訂。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作出修訂前，本集團須將租賃土地歸類為經營租賃，並在簡明綜合財政狀況表
內將租賃土地列為預付租賃款項。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之修訂本已經刪除有關規定。修訂本規定租賃土地須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之一般原則分類，即根據與租賃資產所有權相關之所有風險及回報是否大致上轉移至承
租人而釐定。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之過渡條文，本集團根據租約開始時存在的資料，重新評估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
日未到期租約之土地分類，並認為應用該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本期及以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
影響。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本期及以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構成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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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之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首次採用者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比較披露之有限豁免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2

 －詮釋第 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4

 －詮釋第 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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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並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但亦
可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或
公平值計量，具體而言，( i )於業務模式內以收取合約現金流為目的而持有及 ( i i )持有僅支付本金及尚未償還本
金之利息之合約現金流而持有之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權益投資則以公平值計
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政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
響。

4 收益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分類乃基於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即首席執行官）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提供的資料，有關
經營分類如下：

• 製造及銷售油漆、混合溶劑及塑料著色劑以及買賣化工物料銷售（「油漆、混合溶劑、化工物料及塑料著色
劑」）；

• 提供油漆服務（「服務合約」）；

• 開採及銷售原油（「原油」）；及

• 租賃投資物業及銷售持有作買賣物業（「物業投資」）。

有關上述分類之資料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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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按經營分類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油漆、
 混合溶劑、
 化工物料及
 塑料着色劑 服務合約 原油 物業投資 分類合計 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對外銷售 97,480 8,831 2,990 9,830 119,131 – 119,131
分類間銷售（附註） 3,638 – – – 3,638 (3,638) –
       

合計 101,118 8,831 2,990 9,830 122,769 (3,638) 119,131
       

分類業績
　分類（虧損）溢利 (17,728) 3,478 (24,766) 1,766 (37,250) – (37,250)
      

　未分配開支       (35,342)
　其他未分配收入       429
　分佔聯營公司的業績       (1,348)
　融資成本       (1,539)
       

除所得稅前虧損       (75,050)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油漆、
 混合溶劑、
 化工物料及
 塑料着色劑 服務合約 原油 物業投資 分類合計 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對外銷售 132,155 16,509 1,153 9,210 159,027 – 159,027

分類間銷售（附註） 12,056 775 – – 12,831 (12,831) –
       

合計 144,211 17,284 1,153 9,210 171,858 (12,831) 159,027
       

分類業績
　分類（虧損）溢利 (16,114) 1,223 (59,491) 117 (74,265) – (74,265)
      

　未分配開支       (48,901)

　利息收入       15

　分佔聯營公司的業績       (229)

　融資成本       (1,383)
       

除所得稅前虧損       (124,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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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附註： 分類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價計算。

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虧損）溢利指各分類在並無分配屬非經常性質且與本集團
的經營表現、銀行利息收入、中央行政費用、董事酬金、分佔聯營公司的業績、持有作買賣投資及衍生金融工
具的公平值變動以及融資成本無關的收入或開支的情況下，所錄得的虧損或賺取的溢利。此乃供資源分配及表
現評估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公司的董事）呈報的方式。

本集團按經營分類劃分的資產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油漆、混合溶劑、化工物料及塑料著色劑 168,992 138,337

服務合約 25,944 14,403

原油 2,197,188 2,119,872

物業投資 12,962 46,197
  

  

分類資產總額 2,405,086 2,318,809

未分配 448,769 570,726
  

  

綜合資產 2,853,855 2,889,535
  

為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配資源於不同分部，除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已付一項共同控制業務的訂金、已付長期資產
的訂金、持有作買賣投資、衍生金融資產、稅項回撥、銀行結存及現金以及其他企業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分配
於經營分部。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就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45) –

匯兌虧損淨額 (197) (17)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變動收益（虧損）（附註） 8,552 (4,87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271) (20)

持有作買賣的投資的公平值變動（虧損）收益 (2,495) 12,642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23) (5,270)

其他 – (172)
  

 5,521 2,288
  

附註： 本期間之金額包括分類為衍生金融工具的認股權證公平值變動收益港幣 13,80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4

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管理層預期該財政年度全年之年度所得稅稅率之最佳估計而確認。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估計年度稅率為 16.5%（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

中國業務之稅項乃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於中國所經營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8 1,157
  

  18 1,157
  

於期內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7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90 53,847

預付租賃付款撥回 55 286

折舊 4,209 8,888

存貨撇減撥備（計入存貨成本） 66 133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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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每股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虧損 (76,347) (101,555)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675,651 2,462,414
  

由於購股權及尚未行使的認股權證對計算每股攤薄虧損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此並無呈列兩個期間每股攤薄虧損。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動用約港幣 82,901,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6,188,000元）收購物業、廠
房及設備，其中港幣 66,314,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透過動用就Ksar Hadada許可權的
51%參與權益及 52.96%支付權益以供在突尼西亞進行油氣勘探之已付一項共同控制業務的訂金而收購。出售及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值分別約港幣 536,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49,000元）及
港幣 23,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5,270,000元）。

11 其他無形資產

其他無形資產指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黑龍江省兩個油田之開採權，該等開採權將分別於二零二七年及二零
二八年屆滿。期內，計入損益之其他無形資產攤銷為港幣 29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
幣 53,847,000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後，董事已審閱採油權的攤銷方法，並認為於此等權利所體現的預期使用
模式的未來經濟得益中已發生重大變化。因此，攤銷方法由直線法改為單位產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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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附註） 108,261 72,704

應佔收購後虧損及其他全面開支 (2,206) (858)
  

 106,055 71,846
  

附註：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收購流動電訊網絡（控股）有限公司（「流動電訊」）
37.55%權益，流動電訊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其已發行股份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流動電訊主要從事開發、
提供及銷售流動網絡通訊、電訊及相關服務。收購事項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完成。收購代價為現金港幣
35,557,000元。於收購日期，流動電訊淨資產之公平值約為港幣 10,065,000元，而因收購該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商
譽則為港幣 25,492,000元，及計入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中。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收購本公司一個主要聯營集團利成實業有限公司
（「利成實業」）及其附屬公司 43%權益。利成實業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從事勘探及開採釩礦業務。收購
事項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完成，收購代價為港幣 77,167,000元，包括現金款項港幣 22,222,000元及發行
238,889,000股股份，有關股份的公平值港幣 54,945,000元乃根據於收購日期的股份價格港幣 0.23元計算。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四日，本集團向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利成礦業有限公司（「利成礦業」）注資港幣 4,300元，並因而
持有其 43%股本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利成實業之主要附屬公司已轉讓予利成礦業，其並無對本集團造成任何財務影
響。其後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本集團以港幣 335元的代價出售其於利成實業的 43%股本權益。於出售日
期，本集團應佔利成實業淨資產的賬面值為港幣 4,46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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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59,560 64,269

減：呆賬撥備 (6,255) (6,132)
  

 53,305 58,137
  

應收票據 1,766 2,326
  

其他應付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附註） 127,155 72,984

減：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15,990) (16,300)
  

 111,165 56,684
  

 166,236 117,147
  

附註： 該款項包括可能收購海拉爾油田莫達木吉區塊油氣項目（「該項目」）52%參與權益而支付予其中一名持有
該項目 30%股權權益之控權股東的貸款墊款人民幣 25,000,000元（相等於約港幣 28,571,000元），該筆貸
款將僅會用作為該項目之三維地震探測、鑽探及勘探工作融資。該款項以借款人於該項目之 30%權益擔
保，利息按現行市率計息，須於六個月內償還。

本集團實施受控制信貸政策，並向貿易客戶提供平均介乎三十至九十日的賒賬期。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及發單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扣除減值）的賬齡分析如下：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足一個月 23,797 23,355

一個月至三個月 16,602 15,782

超過三個月但不足一年 7,671 15,821

超過一年 5,235 3,179
  

 53,305 5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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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應收票據（扣除減值）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足一個月 1,600 2,326

一個月至三個月 166 –
  

 1,766 2,326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9,602 12,710

應付票據 14,126 33,74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41,479 44,313
  

 75,207 90,767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及發單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扣除減值）的賬齡分析如下：

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足一個月 15,455 8,510

一個月至三個月 1,104 998

超過三個月但不足一年 2,111 549

超過一年 932 2,653
  

 19,602 12,710
  

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

不足一個月 14,126 –

一個月至三個月 – 33,744
  

 14,126 3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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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港幣千元

每股面值港幣 0.01元的普通股
法定： 8,000,000 8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1,985,733 19,857

行使購股權 219,200 2,192

配售新股 225,000 2,250

因收購一間聯營公司而發行的新股 238,889 2,389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2,668,822 26,688

行使購股權 227,356 2,274

行使認股權證 14,563 146

配售新股 440,000 4,400

因收購一間附屬公司而發行的新股 275,330 2,753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3,626,071 36,261

行使購股權 69,700 697

行使認股權證 34,176 341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3,729,947 37,299
  

認股權證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的非上市認股權證及已上市認股權證所附的認購權分別合共最多港幣
543,102,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179,962,000元）及港幣74,474,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 76,239,000元），相等於分別按認購價介乎港幣 0.45元至港幣 1.35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介乎港幣
0.45元至港幣0.86元）及認購價港幣0.48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0.48元）的合計505,758,000份非上市
認股權證（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09,258,000份）及 155,156,000份已上市認股權證（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158,832,000份）的總認購價。

16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本公司有一項提供予本集團合資格董事及僱員之購股權計劃。於本期間內，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尚未行使 280,440,000

年內授出（附註 i） 299,772,000

年內行使（附註 ii） (446,556,000)

年內失效（附註 iii） (50,040,000)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 83,616,000

期內授出（附註 i） 211,800,000

期內行使（附註 ii） (69,700,000)

期內失效（附註 iii） (13,600,000)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 212,1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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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續）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購股權乃於五月三日及五月四日授出。於該兩日授出之購
股權之估計公平值為港幣 0.1527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購股權乃於四月二十九日、
五月十三日、七月十六日、七月二十四日、八月十四日及八月三十一日授出。於該等日期授出之購股權之
估計公平值分別為港幣 0.0879元、港幣 0.0962元、港幣 0.1373元、港幣 0.1596元、港幣 0.1431元及港幣
0.0941元。

(ii) 於期內，股份於行使購股權日期之加權平均收市價為港幣 0.8207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港幣 0.7702元）。

(iii) 失效指於過往年度授予本集團合資格董事及僱員之購股權於年內╱期內到期而失效。

該等公平值乃使用布萊克蘇爾斯期權定價模型計算。該模型之輸入資料如下：

授出日期 股份價格 行使價 預期波幅 購股權年期 預期股息率 無風險利率
 港幣元 港幣元

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 1.22 1.25 48.03% 0.5年 – 0.12%

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 1.22 1.248 48.03% 0.5年 – 0.13%

預期波幅乃根據本公司股價於購股權預期年限之歷史波幅釐定。根據管理層之最佳估算，模型中之預期年限已
因應購股權之不可轉讓性、行使限制及行為等考慮因素之影響而有所調整。

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之購股權開支為港幣 32,342,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港幣 47,611,000元）。

17 資本承擔

本集團就項目投資、在建物業及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而作出的資本開支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簽約但未撥備：
 －突尼西亞工程計劃的開發支出 20,925 46,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187 –
  

 36,112 46,500
  

已授權但未訂約：
 －收購一間從事石油技術諮詢服務的公司 41,380 4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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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擁有以下重大有關連人士交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 截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支付予聯鎰企業有限公司（「聯鎰」）的租金開支 – 315

支付予潘壽田先生的顧問費用 288 –
  

潘壽田先生於本公司擁有實益權益。潘森先生為董事並於本公司擁有實益權益。因潘壽田先生及潘森先生擁有
權益，故聯鎰與本集團屬有關連。

19 資產抵押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已抵押以下資產，以獲取若干銀行授予本集團之銀行借貸：

(a) 本集團所持賬面總值約港幣2,414,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445,000元）的租賃土地及樓宇的
第一法定押記；及

(b) 本集團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所持賬面總值約港幣 14,490,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34,482,000

元）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第一法定押記；

(c) 一項已登記以全額第一股票押記本集團擁有超過 51%權益的附屬公司（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51%），
作為獲取本集團銀行借貸的抵押。

20 或然負債

香港利得稅或然事項

於過往年度，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自一九九六╱九七年課稅年度起錄得的溢利應否繳
付香港利得稅提出質詢。此外，稅務局自二零零七年起對該等附屬公司展開稅務審核（涵蓋自一九九六╱九七年
至二零零七╱零八年的課稅年度）。本公司已就稅務局的質詢作出回應及提供相關資料，而截至批准此等綜合財
務報表的日期為止，稅務局仍未作出最終決定。稅務局向若干附屬公司發出保障性評估，並計算出應付稅項約
為港幣 28,735,000元（當中約港幣 7,917,000元乃屬重複）。由於有關評稅實屬過量，加上評稅收入並非產生於或
源自香港，因此本集團就此等評估持異議。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應稅務局要求購入約港幣 7,635,000元的儲稅券（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4,7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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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認為，由於稅務局的質詢仍處於搜集憑證階段，加上管理層認為有關的附屬公司於香港並無經營業務，
或溢利來自香港以外的附屬公司，因此本公司有合理根據支持其立場。

倘若於現階段的所有相關溢利均被稅務局視作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估計稅務負債（未計入就該等具體情況所進行
稅務審核而產生的罰款）將約為港幣 21,000,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 21,000,000元）。董事潘森先
生已就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上市前所產生的該等潛在負債，就當中的港幣 11,000,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港幣 11,000,000元）作出彌償。倘於完成稅務審核後須繳納額外稅項，稅務局亦可能追加最高達繳納不足稅
額三倍的罰款。經考慮稅務代表的專業意見後，管理層認為由於稅務審核仍在進行中，故此現階段並無合理基
準以釐定額外稅項及罰款的準確金額。因此，於綜合財務報表內並無就該等潛在負債作出撥備。管理層正研究
多個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的方法，以解決與稅務局之間的爭議。

環境或然事項

基於本集團採用地下石油開採技術，本集團自其成立以來並未就環境修復產生任何重大開支。然而，不能確保
中國有關當局日後不會實施嚴格的環境政策及╱或環境修復標準，以致本集團須採取環境措施。

根據有關新環境政策及╱或標準可能產生的任何環境負債均可能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造成不利影響。

21 中期期間結束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與賣方及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同意盡力以賣方為受益
人，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港幣 0.55元，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最多由 400,000,000股股份組成的配售股份，
而賣方有條件地同意按配售價認購（或促使認購）最多由 400,000,000股新股組成的股份。

認購協議項下所有條件已達成，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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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港幣 119,131,000元（二零零九年：港
幣159,027,000元），較去年同期下跌港幣39,896,000元或25%。於本回顧期間內，本集團產生約港
幣 75,068,000元之期內虧損（二零零九年：港幣 125,920,000元）。期內每股基本虧損為港幣 2.08仙
（二零零九年：港幣 4.12仙）。

本集團的營業額下跌主要歸因於油漆、混合溶劑、化工物料和塑料着色劑等業務之商業活動減少
所致，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約為港幣 97,480,0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
132,155,000元），減少約港幣 34,675,000元或 26%。上述之經營業績完全反映今年第一季度本集
團之成功業務重組，本集團已出售其有關油漆、混合溶劑及化工物料業務並停止塑料着色劑的運
作，該等業務面臨激烈市場競爭，生產成本不斷上升從而導致毛利率及經營溢利下降。本集團之
期內虧損主要由於持作買賣投資的公平值變動虧損為港幣 2,495,000元（二零零九年：盈利為港幣
12,642,000元）及股份支付的款項為港幣 32,342,0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 47,611,000元）所致。

突尼西亞營運狀況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本集團（作為買家）與 Petroceltic Ksar Hadada Limited（為 Petroceltic 

International plc的全資附屬公司）及Independent Resources (Ksar Hadada) Limited（為Independent 

Resources plc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賣方），已就買賣位於北非突尼西亞陸上Ksar Hadada許可證
（「許可證」）的 51%參與權益及 52.96%支付權益訂立該協議。本集團現時就突尼西亞勘探項目之承
擔包括採集 100公里二維地震數據，及後再鑽探兩個探井總投資額為 14,500,000美元。許可證之
合作伙伴有權進行兩個續期，每個為期三年。第一個許可證續期期間由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日開
始，第二個許可證續期期間自上述協議完成後，由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開始。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五日，地震工作經已圓滿完成。採集107公里二維地震數據及處理工作由一間
全球知名的法國地球物理學公司CGG Veritas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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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連同其合夥人選擇Compagne Tunisienne de Forage （「CTF」）作為其合約鑽井公司。於二零
一零年八月一日，第一口探井Oryx-1鑽探深度達至 1,140米。雖然在上層三疊紀Rehach白雲石頂
部發現一定數量油氣顯示，但目標層奧陶紀Bir Ben Tartar儲層只發現微弱螢光，並進行全套測井
計劃及井眼成像（「FMI」）。結果顯示該儲層並無太大石油飽和度。因此，為節省安裝生產套管及
進一步試井安排，Oryx-1探井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已封閉及棄置。鑽探後評估認為Oryx-1井鑽
入奧陶系儲層之上層及下層，但並無氣體及油氣顯示較差。石油物理評估顯示為零米產層有效厚
度。探井的失敗主要是頂層封敝受到腐蝕以致封蔽完整受到損害，此解釋了平行的橫切斷層及發
現三疊紀的儲層有淡水連通。故此，難於想象「閣樓」或下斜坡有油潛在。

CTF-06號鑽機移往奧陶紀 Sid i Tou i遠景構造，以完成工程項目承擔鑽探一口探井至寒武一奧陶
紀儲層。Sidi Toui-4（「ST-4」）在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開鑽，鑽至真正垂真深度的水平綫下的
1,009米（測量深度為 1,603米），這是甲高彎角道在儲層內鑽探，並與地域的最大應力平面作相互
垂直而鑽，以求鑽越最多的Bir Ben Tartar目的層並到達Azzel Member作為井的底部。Bir Ben 

Tartar目的層是以平均72度重直角鑽入了306米。Bir Ben Tartar沙岩上層14米的岩屑有很不經常弱
的螢光顯示，氣的總量低於 0.5%，和裂縫的伴生氣及油氣都很差。進行了全套測井及井眼成像工
作。鑽後石油物理評估顯示有 5米以下（少過一米垂直深度）緊密的儲層及孔隙率高於 4%非常少。
FMI測井顯示有一些開放裂縫但裂縫孔隙度與含油氣潛力不大。井失敗是因為儲層質量差，於二
零一零年十月十七日，該井已被封閉及棄置（封棄）而並無進行昂貴的試井。CTF-06鑽機在完成封
棄井工程之後亦被解散，這口井一共花了 52天來鑽井、測井及棄井。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在突尼斯召開正式聯合作業合同者會議，並於會上向Ent r ep r i s e 

Tunisienne D’Activités Pétrolières （「ETAP」，即突尼西亞國家石油公司）陳述第一續約期間兩個
探井的鑽探結果，以制定二零一零年預案及批准二零一一年一月至四月預案。

合夥人現時正研究進一步計劃，及其是否有意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或之前訂立第二續約期，
將向ETAP、Republique Tunisienne Ministere de I’Industrie, et technologie及Direction General 

de I’Energie （「DGE」，即突尼西亞國家能源部） 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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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齊哈爾營運狀況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開始在中國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油田富 710與富 718油區開始了
多井鑽探計劃之後，取得了重大進展。該計劃已經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圓滿完成，成績遠超預期。

公司在富 718油區共打了 3口控制井及 3口水平井。3口水平井（即TH1、TH2及TH3）取得理想成
績，鑽遇水平段油層長度由 117 到 182米，油層解釋厚度平均 5到 6米。

隨著富 718油區的成功，公司在富 710油區打了 4口水平井（即DH1、DH2、DH3及DH4），也取得
同樣理想成績，鑽遇水平段油層長度由 260 到 311米，油層解釋厚度平均 3到 4.5米。

為增加產能，本公司的運作團隊不斷評估及研究不同的鑽井技術。上述的水平井鑽井技術，乃
本公司首次於富拉爾基油田採用，效果良好。這次鑽井採用了美國的隨鑽數據工藝（Log Whi l e 

Drilling，簡稱「LWD」），而完井則採用了鐳射切割的篩管來增加產能流量。

中國石油集團屬下長城鑽探工程有限公司井下作業公司為此多井鑽探計劃之承包商。所有地面生
產及儲存設施的建設工程已經按照計劃完成，富 710及富 718油區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中開始分段
投入生產。

貴州營運狀況

釩是一種高熔點金屬，其中五氧化二釩廣泛用於冶金、化工等行業，主要用於冶煉釩鐵用作合金
添加劑。本集團於一個位於中國貴州省餘慶縣小烏江釩礦區內的釩礦擁有 34.4%的實際權益。該
釩礦項目的詳查地質報告，經過貴州省國土資源廳及貴州有色地質勘探局的專家進行了第一次評
審。由於國家對環境評估方面的要求大大提高，而負責編製上述報告的地質隊之前沒有做過釩礦
項目的報告，缺乏有關經驗，中間疏忽了水文地質報告，故拖延了評審的進度。地質隊現在已經
補充了水文地質報告這一部分，正等待第二次評審，相信很快就能通過，通過之後便可以申請採
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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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項目以後採礦時的經濟回報，我們目前正向貴州省國土資源廳爭取在上述礦區附近增加一
些礦權，擴大礦區面積。

由於國內鋼材市場呈現疲弱的的趨勢，鋼材價格最近下滑，這對五氧化二釩這種鋼材添加物的價
格產生了一定的壓力，故五氧化二釩價格下滑。公司管理層認為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釩礦項目
的推遲投產對集團而言是好事，之後五氧化二釩價格回升後再進行生產可以取得較大的利潤。

其他業務運作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本集團訂立一份買賣協議（「買賣協議」），以收購 177,785,861股
股份，佔流動電訊網絡（控股）有限公司（「流動電訊」）（股份代號：8266）當時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37.55%。收購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完成。緊隨流動電訊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向獨
立第三方投資者配售 90,000,000股新股後，本集團於流動電訊之權益減少至約 31.23%，有關詳情
披露於流動電訊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之公告。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於流動電訊股
本中擁有 177,785,861股股份，佔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31.23%。

經考慮日常油田管理一體化流動應用以及與其他方就能源行業之其他技術及業務之潛在研發合
作，本集團認為，買賣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並符合本集團及其股東
之最佳整體利益。

本集團擬繼續進行流動電訊之現有主要業務。本集團並不擬於對流動電訊之現有業務及營運引入
任何重大變動。於收購完成後，本集團已審查並將繼續不時審查流動電訊之業務及營運，以制定
合適之業務策略，並將尋找其他業務機遇並考慮流動電訊進行之任何資產及╱或業務收購是否適
當以改善其增長。

業務前景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初，美國政府宣佈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在有關政策的刺激下，全球熱錢
流竄，導致新興市場股市以及商品價格上升。

為控制風險、加強流動性管理、防止資產泡沫化和對抗通脹，新興國家以行政手段阻止熱錢流
入，例如中國政府亦連番提高銀行的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因而導致了商品價格從高位回落。存
款準備金率是中國央行採納之多種貨幣政策調控工具之一，存款準備金率的調高可以對沖掉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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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貨幣。央行在一年內多次選擇調高存款準備金率，說明當前中國通脹形勢日趨嚴峻，以及央
行對通脹及資產價格泡沫風險顯著上升所帶來的潛在系統性風險的高度關注。

然而，我們深信全球通脹的趨勢無可避免，商品價格在求過於供的情況下將呈長期上漲趨勢。

石油是人類生活基本所需，在中國對石油需求持續增加的情況下，本集團預期石油價格將繼續保
持強勁勢頭。事實上，國際油價在過去六個月以來一直堅持於每桶 80美元水平之上，反映出在此
水平上的油價彈性。於本報告期後，本集團在突尼西亞Oryx-1及 ST-4探井的鑽探工作已經結束，
雖然未能在該區塊發現具有商業開發價值的石油蘊藏；然而本集團仍然繼續努力與合作夥伴磋
商，探討一切可能性方案繼續勘探該區塊石油之蘊藏量。

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後的十月在中國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油田的富 718新區成功鑽遇三口
水平井及在富 710區鑽遇四口水平井，取得了理想的成績。值得一提的是，在富 718區的TH2水準
井，鑽遇水平段長度 171米，平均油層厚度達 8.5米；另外在富 710區的DH3水平井，鑽遇水平段
長度311米，平均油層厚度4.5米。本集團已完成在中國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油田富710與富718油
區的二零一零年鑽井計劃，預期該兩個區塊可於短期為集團帶來理想之營業收益。

總括而言，本集團的石油業務特別是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油田的原油開採準備工作進展順利，情
況令人滿意。有關業務將立即開始起動，因此吾等對本集團的前景保持樂觀。吾等預計，全球經
濟將持續復蘇，而中國經濟將一如既往繼續保持領先，從而為本集團的業務奠定穩固的基礎。目
前，本集團的業務已經成功轉型，未來將集中精力進行自然資源的勘探和開採。我們對業務的前
景充滿信心。

財務回顧

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維持於約港幣 405,684,000元，而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則有流動資產約港幣 574,747,000元。流動比率（即總流動資產與總流動負債的比率）為
2.72（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05）。董事審慎相信，現時的營運資金水平足以應付未來的營
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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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償還銀行借貸總額約為港幣 81,019,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港幣 93,369,000元），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港幣 181,268,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港幣 393,225,000元），總資產值約港幣 2,853,855,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2,889,535,000元）。同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港幣 405,684,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 574,747,000元），而流動負債則約為港幣 149,283,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88,177,000元）。於報告日期，以銀行借貸總額除以總資產計算的資產負債比率為 2.84%（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23%）。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收購流動電訊網絡（控股）有限公司
（「流動電訊」）37.55%權益，流動電訊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其已發行股份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流動電訊主要從事開發、提供及銷售流動網絡通訊、電訊及相關服務。收購事項於二零一零年四
月二十二日完成。收購代價為現金港幣 35,557,000元。於收購日期，流動電訊淨資產之公平值約
為港幣10,065,000元，而因收購該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商譽則為港幣25,492,000元，及計入於聯營公
司之投資成本中。

對其他無形資產進行特別審查之進展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包括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開採業務的開採權相
關，且合計賬面值為港幣 2,043,107,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2,043,397,000）的其
他無形資產。本公司已委聘國際獨立估值師APEX Reservoir Service, Inc. （「APEX」），就開採權
進行估值（「估值」）。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已於兩個油田上鑽探新井及APEX正在審查相關技術數
據。一旦估值完成，聯席核數師將對無形資產進行特別審查。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淨值約港幣2,414,000元及港幣14,490,000元（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為港幣 2,445,000元及港幣 34,482,000元）的若干有形資產及應收款項，
以取得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融資。再者，一已登記以全額第一股票押記形式押記一間附屬公司超過
51%所有已發行股本，作為擔保銀行融資之用途。

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幣及人民幣為單位。本集團大部分附息銀行借貸乃按浮動息率計息。
外幣風險受到管理層密切監察，並以遠期外幣合約作對沖。本集團出於對沖需要，亦使用衍生金
融工具對沖利率。



29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1條作出披露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1條的披露規定，本公司就融資函件（定義見下文）的詳情（包括與本公司控股
股東的特定表現有關的條件）作下列披露：－

本集團已接納一家香港銀行（「該銀行」）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四日就有關將各種營運資金信貸的融
資額度上調至港幣134,846,852元而發出之融資函件（「融資函件」）。條款包括對附屬公司的公司擔
保、以全額第一股票押記形式押記一間附屬公司超過 51%所有已發行股份及本集團財務報表內的
財務契約。此外，融資函件亦規定：(1)潘森先生、潘壽田先生及其家族成員須合共維持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至少 23%權益；(2)潘森先生須仍為本集團的主席或行政總裁，且須積極參與本集團
的管理及業務；及 (3)潘森先生、潘壽田先生及其家族成員須仍為本公司單一最大股東。其他條款
及條件與先前已披露的資料並無重大差別。倘違反上述任何條件，則該銀行將有權要求本集團償
還該等融資當中所有尚未償還的款項。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 146名僱員（二零零九年：382名），其中約 122名僱員
是駐職中國大陸，其餘則在香港及澳門。僱員的薪酬待遇包括薪金、花紅及購股權。根據本集團
的酬金政策，僱員的報酬是按功績及市場狀況，並根據各僱員受聘所在的各司法管轄區的法例規
定而定。

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概無董事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管理合約

本集團概無於期內訂立或存在有關本集團全部或任何重大部分業務的管理或行政合約。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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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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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守則」），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
生效。於本期間，本集團已妥為遵守該守則，惟下列偏離事項除外：

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須以指定任期委任及重選連任。本公司並無全面遵守該守則的規
定，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以指定任期委任，惟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須於本公司股
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樹堅先生、陳錦程先生及張鈞鴻先生。審核委
員會的目標是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制度。

於回顧期內，審核委員會已於董事會批准未經審核中期報告前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該報告。

遵守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除
下文所披露外，經本集團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內一直完全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
關（其中包括）收購福晉集團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51%及 19%。除另有指明者外，本節所用之詞
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由於無心之失，本公司執行董事潘森先生（其僅擬跟隨本公司以股份形式支付銷售股份之代價）於
禁售期內同意向賣方轉讓其名下所持之股份，以支付銷售股份之部分代價。

潘森先生確認，同意於完成後向賣方轉讓其股份構成違反上市規則附錄十第A.3.(a)(i)段之情形。
為更正錯誤，富順、潘森先生、賣方及擔保人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訂立補充協議，據此，潘森
先生將於完成時以現金償付第二批銷售股份之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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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外，就董事所深知及盡悉，自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以來，概無過往或現有董事
違反上市規則附錄十第A.3.(a)(i)段，因疏忽而違規之情形將根據上市規則於本公司中期報告中正
式披露。

本公司謹此強調，此事件屬無心之失，且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解釋證券交易之準則及要求，以確
保此等違規事項不會再發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潘森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潘森先生、黃國良先生及潘偉剛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陳樹堅先生、陳錦程先生及張鈞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