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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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UNITED ENERGY GROUP LIMITED
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67）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佈

主要財務摘要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業績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22,373 25,357 (11.8)%

   

除稅前溢利 289,267 327,819 (11.8)%
所得稅支出 (146,003) (98,791) 47.8%

   

本年度╱持續經營期間溢利 143,264 229,028 (37.5)%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年度╱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
（虧損）╱溢利 (41,196) 10,948 (476.3)%

   

本年度╱期間溢利 102,068 239,976 (57.5)%

減：非控股股東應佔（虧損）╱收益 (10,188) 2,916 (44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12,256 237,060 (52.7)%
   

每股基本盈利 0.88港仙 1.86港仙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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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綜合財務報表主要專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125,420 5,047,845 1.54%
總資產 6,861,514 6,334,982 8.31%
淨資產 5,523,076 5,343,429 3.36%
每股資產淨值 0.43港元 0.42港元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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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
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4 22,373 25,357
銷售及服務成本 (27,656) (12,887)  

毛（虧損）╱溢利 (5,283) 12,470

其他收入 5 813,201 585,265
石油開採費用 (258,761) (157,443)
行政開支 (259,368) (109,695)  

經營溢利 289,789 330,597

融資成本 7 (522)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 88,676
出售聯營公司虧損 – (91,454)  

稅前溢利 289,267 327,819
所得稅支出 9 (146,003) (98,791)  

本年度╱持續經營期間溢利 143,264 229,028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年度╱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溢
利 10 (41,196) 10,948  

本年度╱期間溢利 8 102,068 23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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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154,152 229,287
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41,896) 7,77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12,256 237,060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10,888) (259)
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700 3,175  

非控股權益應佔（虧損）╱溢利 (10,188) 2,916  

102,068 239,976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11(a) 0.88港仙 1.86港仙  

攤薄 11 不適用 不適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11(b) 1.21港仙 1.79港仙  

攤薄 11 不適用 不適用  

綜合收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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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本年度╱期間溢利 (102,068) 239,976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31,887 480
出售附屬公司時解除外幣換算儲備之
匯兌差額 (11,890) –

  

本年度╱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 19,997 480
  

本年度╱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22,065 240,456
  

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22,507 237,319
非控股權益 (442) 3,137

  

122,065 24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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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2,048 67,699 42,988
投資物業 – 147,654 136,054
無形資產 4,518,718 3,950,913 3,002,816
● – – 119,056
其他資產 780,000 – –

   

5,480,766 4,166,266 3,300,914
  

流動資產

存貨 1,455 7,227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145,637 35,017 174,31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387 3,800 23,804
已抵押銀行存款 385,097 4,680 –
銀行及現金結存 845,172 2,117,992 2,240,790

   

1,380,748 2,168,716 2,438,90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223,384 26,700 22,060
應付董事 6,501 7,446 6,161
銀行貸款 23,676 – 7,727
● – – –
即期稅項負債 721 1,087 –

   

254,282 35,233 35,948
   

流動資產淨值 1,126,466 2,133,483 2,402,96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607,232 6,299,749 5,703,87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84,156 956,320 767,807
   

資產淨值 5,523,076 5,343,429 4,936,06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7,771 127,771 127,771
儲備 4,997,649 4,920,074 4,621,2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125,420 5,047,845 4,749,043

非控股權益 397,656 295,584 187,024
   

權益總額 5,523,076 5,343,429 4,93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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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根據百慕達公司法遷冊至百慕達之受豁免有限公
司。其註冊辦事處之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其主要
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二期25樓2505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於本年度，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所有與本集團業務相
關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均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並未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年度及過往年度呈報之數額發生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著手評估該
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指出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
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主要會計政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普遍接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而編製。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已根據按公平值列賬之投資物業及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重估予以修訂。

根據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財政年度年結日
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此，涵蓋本集團由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業務期間之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
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其相關附註所列示之可比較金額並非完全可與涵蓋本集
團十二個月業務期間之即期財政年度金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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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變動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採納合併會計法入賬涉及本集團最終控權人張宏偉先生共同控制
實體之業務合併。年內，董事已檢討變動共同控制項下業務合併會計法之恰當性及實用
性，並考慮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香港財
務報告准則第3號」）所規定之收購會計法。董事認為收購會計法更為恰當，且能提供有
關本集團業務合併之更多及更可靠信息，原因在於其更能反映該等交易之相關經濟內
容。因此，本集團已改變會計政策，改為採用收購會計法核心原則將早前二零零七年十
月十六日收購聯合石油天然氣投資有限公司（「聯合石油」）之全部股本權益入賬。根據收
購法，聯合石油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按收購當日之公平值計量。

會計政策變動已獲追溯應用並導致財務報表所呈報之綜合金額出現如下變動：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增加 753,056 496,758

石油開採費用增加 154,000 98,630

所得稅支出增加 149,764 99,532

無形資產增加 4,000,000 3,400,944

遞延稅項負債增加 1,000,000 850,236

累計虧損增加 3,000,000 2,550,708

每股盈利增加（港仙） 3.52 2.34

4.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向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油田提供專利技術支援服務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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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 1,981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 – 7,727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 11,355

利息收入 14,017 7,704

管理費收入 1,086 –

淨匯兌收益 12,654 28,560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淨收益 – 42,179

其他應付賬款撥回 – 4,047

租金收入 88 –

存貨撥備撥回 26,905 –

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回 3,653 –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撥回 753,056 496,758

其他 5,230 84
  

816,689 600,395
  

代表：
持續經營業務 813,201 585,265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10） 3,488 15,130
  

816,689 600,395
  

6. 分類資料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之報告分類分為石油開採及物業投資。

於年內進行業務重估後，本集團認為，本集團之內部報告分開原油生產業務及專利技術
支援服務業務，有關報告由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定期審閱。本
集團總括認為，將專利技術油田支援服務業務從石油開採分類分開，以形成單一分類更
為恰當。比較數字已重列，與本年度呈列貫徹一致。

本集團之報告分類如下：

1. 石油開採 － 從事原油生產相關活動。

2. 油田支援服務 － 從事向油田提供專利技術支援服務相關活動。

3. 物業投資 － 投資商業物業以獲取租金收入、物業管理服務費收入及潛
在升值（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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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之須予報告分類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須應用不同
技術及市場推廣策略，故該等須予報告分類分開管理。

分類溢利或虧損不包括以下項目：

－ 其他收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及計入石油開採分類之若干其他收入除外）
－ 企業開支
－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 出售聯營公司虧損
－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 融資成本

分類資產不包括以下項目：

－ 其他資產
－ 無形資產－石油開採項目之參與權益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已抵押銀行存款
－ 銀行及現金結存

分類負債不包括以下項目：

－ 其他負債
－ 應付董事
－ 銀行貸款
－ 即期稅項負債（計入石油開採及油田支援服務分類之即期稅項負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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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類資料（續）

有關報告分類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資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物業投資 石油開採

油田
支援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 – 22,373 22,373

分類（虧損）╱溢利 (1,076) 365,821 (40,744) 324,001

折舊及攤銷 – 172,640 44,609 217,249

其他重大收支項目：

所得稅支出╱（抵免） 3 149,764 (3,926) 145,841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 – 4,131 4,131

撥回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 753,056 – 753,056

分類非流動資產添置 – 119,597 16,240 135,837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 4,225,375 431,303 4,656,478

分類負債 – 1,172,545 88,624 1,26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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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類資料（續）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物業投資 石油開採

油田
支援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 – 25,357 25,357

分類溢利╱（虧損） 7,174 238,795 (1,422) 244,547

折舊及攤銷 11 107,340 17,826 125,177

其他重大收支項目：

所得稅支出╱（抵免） 3,326 99,532 (937) 101,921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11,355 – – 11,355

撥回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 496,758 – 496,758

分類非流動資產添置 – 2,987 442,926 445,913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147,682 3,437,850 448,670 4,034,202

分類負債 20,715 858,411 101,567 98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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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類資料（續）

報告分類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損益
報告分類總溢利 324,001 244,547

未分配金額：
其他收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及若干計入
石油開採分類之其他收入除外） 60,560 92,281

公司開支 (238,363) (94,074)

融資成本 (522) –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 88,676

出售聯營公司虧損 – (91,454)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43,608) –

撇銷已終止經營業務 41,196 (10,948)
  

本年度╱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綜合（虧損）╱溢利 143,264 229,028
  

資產
報告分類總資產 4,656,678 4,034,202

未分配金額：
其他資產 820,964 18,308

無形資產－石油開採項目之參與權益 150,216 156,0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387 3,8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385,097 4,680

銀行及現金結存 845,172 2,117,992
  

綜合資產總值 6,861,514 6,334,982
  

負債
報告分類總負債 1,261,169 980,693

未分配金額：
其他負債 46,925 3,218

應付董事 6,501 7,446

銀行貸款 23,676 –

即期稅項負債（計入石油開採及油田支援服務分類之即
期稅項負債除外） 167 196

  

綜合負債總值 1,338,438 99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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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類資料（續）

地區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
團所產生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全部來源中國客戶。此外，本集團大部分非流動資產位於
中國。因此，概無呈列任何地區分析。

來自主要客戶之營業額：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油田支援服務分類 22,373 25,357
  

7. 融資成本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貸款利息 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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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年度╱期間溢利

本年度╱期間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總計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無形資產攤銷（附註b） 197,393 116,640 – – 197,393 116,640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1,050 1,066 – – 1,050 1,06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40 – – – 40

1,050 1,106 – – 1,050 1,106
折舊 25,962 11,553 – 11 25,962 11,564
董事酬金 19,158 20,162 – – 19,158 20,16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9 10 – – 9 10
經營租賃支出

—租用辦公室設備及汽車 110 – – – 110 –
—土地及樓宇（附註 a） 3,389 2,605 – – 3,389 2,605

3,499 2,605 – – 3,499 2,605
研究及開發支出 5,371 2,223 – – 5,371 2,22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補貼（附註 a） 21,876 12,751 – – 21,876 12,75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72 317 – – 672 317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支付
之交易 36,017 54,251 – – 36,017 54,251

58,565 67,319 – – 58,565 67,319
其他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
支付之交易 80,885 – – – 80,885 –

未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
之直接經營開支 – – 739 734 739 73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虧損 413 – – – 413 –

向石油開採項目之現金墊支減值虧損 47,580 – – – 47,580 –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附註 c） 4,131 8,895 – – 4,131 8,895

        

附註 a： 攤銷費用約188,52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113,062,000
港元（經重列））及8,87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3,578,000
港元）分別計入石油開採費用以及銷售及服務成本。

附註b： 該項金額包括提供予董事約達28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
間：1,200,000港元）之住房福利，該金額已計入員工成本。

附註 c：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約4,13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零）
及零（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8,895,000港元）分別計入石油開採
費用及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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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期間撥備 952 1,08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331 –
  

1,283 1,087

遞延稅項 144,723 101,030
  

146,006 102,117
  

其中：
持續經營業務 146,003 98,791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10） 3 3,326
  

146,006 102,117
  

本集團毋須就百慕達、巴哈馬、英屬處女群島或香港之利得稅撥備，原因是本集團於截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並無產
生自或源自該等司法權區之應課稅溢利。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按照其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根據享有若干稅務優惠
之公司所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收入按適用稅率計算。

尤尼斯油氣技術（中國）有限公司（「尤尼斯」）為外商投資企業，因此自其首個盈利年度起
計兩年獲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隨後三年獲50%之稅務減免。尤尼斯於二零零七年獲得
和享有首個豁免年度，並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享有50%稅務減
免。因此，尤尼斯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適用所得稅率為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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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已終止經營業務

根據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聯合能源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聯合能源」）與獨立第三方（「買方」）
訂立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之出售協議，聯合能源出售於其擁有71%權益之附屬
公司瀋陽盛泰誠置業有限公司（「盛泰誠」）之全部股權，代價約為37,924,000港元（相等於人
民幣32,750,000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盛泰誠從事物業投資業務。出售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日完成，因此本集團已終止於中國之物業投資業務。

本年度╱期間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分析如下：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2,412 10,948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43,608) –

  

(41,196) 10,948
  

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止期間，計入綜合損益表之已終止經營
業務業績如下：

由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至二零一零年
九月二十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
銷售及服務成本 (739) (734)

  

毛損 (739) (734)

其他收入 3,488 15,130
行政開支 (334) (122)

  

除稅前溢利 2,415 14,274
所得稅開支 (3) (3,326)

  

期內溢利 2,412 10,948
  

期內，已出售附屬公司就經營活動支付約33,54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期間：100,317,000港元），並於投資活動中收到約3,31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期間：1,162,000港元）。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並無產生稅項支出或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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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盈利

(a)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12,256,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237,060,000港元（經重列））及本年度╱期間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2,777,091,632股（二零零九年：12,777,091,632股）計算。

(b)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約154,15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
間：229,287,000港元（經重列））計算，而所用分母與計算上文詳述來自持續及已終止
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所用者相同。

(c)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為每
股0.33港仙（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每股盈利0.06港仙（經重列）），
乃按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約41,896,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溢利7,773,000港元（經重列））計算，而所用分母與計
算上文詳述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所用者相同。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期間並無任何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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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賬款（附註 a） 11,386 13,778

其他應收賬款（附註b） 134,251 21,23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總額 145,637 35,017
  

(a) 貿易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以賒欠進行，信用期一般為30天。本集團致力嚴格控
制未償還應收賬款，由董事定期檢討過期未付結餘。

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6,352 13,778
31至60天 5,034 –

   

11,386 13,778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賬款約5,03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已逾期
但未減值，屬於近期並無拖欠記錄之單一客戶。該等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以內 5,034 －
  

所有貿易賬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b) 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合營夥伴款項 71,102 16,380
應收代價（附註 i） 37,924 –
按金及預付款項 21,113 2,195
預付員工款項 3,926 2,280
其他 186 384

  

134,251 21,239
  

(i) 應收代價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出售盛泰誠之71%股權
而應收買方之款項。該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已於報告期間後悉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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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計營運費用 170,726 15,643

應付薪金及福利 2,570 2,544

已收按金 3,560 947

暫收款項 22,139 –

其他應付稅項 1,720 1,194

應付代價 21,161 –

其他 1,508 6,37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總額 223,384 26,700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截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無）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
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於該期間不會登記股份轉讓。為符合出
席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資格，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前
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
東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22,373,000港元，
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約25,357,000港元減少約11.8%。期內營
業額主要來自油田支援服務業務收入。該減少主要由於年內中國北部大雨連
場導致嚴重水浸，使有關業務運作暫停一段時間。

於以往年度，本集團採用合併會計法計算業務合併，主要於本集團之最終控股
人（張宏偉先生）名下共同控制之業務合併進本集團時採用。於回顧期內，董事
審核變更共同控制下合併業務之合併會計法之適合性及可行性，並考慮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之收購會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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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出售物業資產全面改為石油及能源集團後，董事認為收
購會計法將更適合及更能為本集團之業務提供更可靠及相應之數據，並能反
映集團主要資產之潛在經濟價值。就此，本集團更改會計法以改用收購會計法
之基本原則，計算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六日收購聯合石油天然氣投資有限公
司（「聯合石油」）之全部權益。按收購會計法，聯合石油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按
收購日之公平值計算。

該更改會計法已追溯引用，並於財政報表上之綜合數目變更如下 :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增加 753,056 496,758
石油開採費增加 154,000 98,630
所得稅支出增加 149,764 99,532
無形資產增加 4,000,000 3,400,944
遞延稅項負債增加 1,000,000 850,236
累計虧損增加 3,000,000 2,550,708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3.52 23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收入增加38.9%至約813,201,000港
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重列）：約585,265,000港元），增幅
主要源自按更改會計法而改用之收購會計法下，無形資產公平值虧損之回撥。

行政開支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重列）約109,695,000港元增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259,368,000港元，主要包括根據購股權計
劃授出予員工之購股權及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九日發行予顧問之認股權證所
涉及之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之非現金開支約116,902,000港元及現金預支
予一項石油開採項目之減值損失約 47,58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本集團高升項目之提高石油採收率開發方案（「提高石油採
收率開發方案」）已獲得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發改委」）批准，提高採油率項
目已正式進入開發期。該提高石油採收率開發方案是以本集團旗下全資附屬公
司聯合石油為經營方，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合
作開發。開發包括設計、鑽井、建造、安裝提高石油採收率的專項運作及相關
的研究工作，此費用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佔30%而本集團則佔70%。於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聯合石油於高升項目之石油開採權之價值約4,000,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重列）：約3,400,944,000港元），已反映於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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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無形資產，並為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帶來無形資產公平值虧損之回撥約 753,05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重列）:約496,758,000港元）反映於綜合收益表內。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石油開採費用約HK$258,761,000，比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重列）約157,443,000港元增加64.3%。
增幅主要源自按更改會計法而改用之收購會計法下無形資產攤銷上升至約
HK$154,000,000（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重列）：約98,630,000
港元）及本年度提高採油率項目進入開發期新增之開發費用。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九日，本公司分別與兩名顧問訂立服務協議，委聘彼等擔
任顧問以提供業務發展、策略及顧問服務，包括物色 (i)合適能源項目以發展或
多元化本公司業務；及 (ii)合適業務夥伴╱投資者為本公司項目籌集資金。根據
該服務協議，本公司同意向彼等各自發行為數400,000,000港元之非上市認股權
證。待發行予兩位顧問之總額為800,000,000港元之認股權證按每股股份0.8港元
悉數獲行使後，本公司將發行合共1,000,000,000股新認股權證股份。於本公告日
期，兩位顧問仍未行使該認股權證。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本集團簽訂一份出售資產協議，出售一間主要從事
物業出租及管理業務之佔71%權益之附屬公司－瀋陽盛泰誠置業有限公司（「盛
泰誠」），代價為人民幣32,750,000元（約37,92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出售之盛泰誠業務虧損約41,19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重列）利潤：約10,948,000港元）。出售後本集團將專注
於石油及天然氣等能源業務。

綜合上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利潤約為112,256,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約237,060,000港元減少約52.65%。因此，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為0.88港仙，而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重列）每股基本盈利為1.86港仙。

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
以及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並認為其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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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以 775,000,000美元（約 6,006,250,000港元）收購英國石
油於巴基斯坦之石油及天然氣業務，成為第一家於香港上市之非國有企業收
購國際主要石油公司之一的英國石油的上游在產資產。該資產在二零一零年
九月包括概算儲量約為79 mmboe的120個石油及天然氣井，平均淨產量為每日
35,000桶等值石油，而且具陸上及海上勘探及開發的極大潛力。收購英國石油
資產為本集團擴張海外石油業務的發展策略第一步。此交易目前仍在進行之
中，過程順利。

此外，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本公司旗下全資附屬公司－聯合能源國際投資
有限公司（「聯合能源國際投資」）旗下主要從事物業出租及管理業務之合營公
司－盛泰誠，分立成為兩間公司，盛泰誠及聯合能源技術（中國）有限公司（「聯
合能源技術」）。分立前，聯合能源國際投資及盛泰誠另一位股東廣州銀創投資
有限公司（「廣州銀創」）分別佔盛泰誠之71%及29%股權。而分立後，股權比例不
變，即聯合能源國際投資佔盛泰誠及聯合能源技各71%股權，而廣州銀創則佔
該兩間公司各餘下之29%股權。聯合能源技術主要從事節約能源開發技術、資
源再生及綜合利用技術的引進、開發及其應用之業務，於年內，其業務仍未展
開。盛泰誠則維持物業出租及管理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三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簽訂一份出售資產協議，以代
價約人民幣 32,750,000元（約37,640,000港元），出售盛泰誠 71%股權。盛泰誠之資
產主要包括位於中國遼寧省瀋陽市之商業樓房。鑒於該物業有關消防系統故
障問題及該物業之素質問題使其出租及管理業務停頓多時，以及與本集團主
要從事之上游石油及天然氣業務不一致，本集團決定出售盛泰誠股權，以集中
現有資源於本集團主要業務。

因廣州銀創有意退出於聯合能源技術之投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聯
合能源技術，聯合能源國際投資及廣州銀創簽訂股權變更協議，聯合能源技術
以代價約人民幣 17,876,000元，回購廣州銀創持有聯合能源技術29%股權，該代
價相等於聯合能源技術總註冊資本之29%，即廣州銀創所佔之部份。待有關回
購手續完成後，回購之股權將被註銷，而聯合能源國際投資於聯合能源技術之
股權將自動提升為 100%。有關手續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正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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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料

有關本集團之分類資料載於財務報表附註8。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內財務狀況一直維持穩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為約845,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118,000,000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年內繳付100,000,000美元（約780,000,000港元）
收購英國石油巴基斯坦資產之訂金及增加為聯合石油發行履約債券銀行融資
淨額約380,417,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發行履約債券共有銀行融資約4,680,000港
元，有關履約債券乃作為本集團履行其承諾支付於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十三日之Madura Block生產分成合約擬定首三年勘探期內之地震勘測費用相關
責任之擔保而作出。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值約 4,680,000
港元之銀行現金已就該等銀行融資作出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本集團就發行履約債券另有銀行融資約468,000,000
港元（相等於約60,000,000美元），有關履約債券乃作為保證聯合石油承諾履行於
高升項目中提高採油率合同（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內記述於開發期內
聯合石油之責任。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因聯合石油已完成部份有關責
任，並得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確認及同意解除該履約債券項下約88,390,000
港元（相等於約 11,332,000美元）的金額。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賬面值約379,610,000港元（相等於約48,668,000美元）之銀行現金已就該履約債券
等銀行融資作出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本公司與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銀行」）簽訂為期五年金額5,000,000,000美元的有關本集團的石油和天然氣項
目和礦產資源項目之開發性金融合作協議。在此期間，本公司同意銀行作為優
先融資合作對象，銀行亦同意為本集團項目提供諮詢、策劃等必要的融資服務
支援。此合作協議下提供之融資方式，包括雙方簽訂合約或組建銀團的方式為
本公司提供融資服務。銀行還同意將本集團申請貸款的項目列入優先項目。銀
行沒有根據合作協議項下作出項目貸款承諾，融資條件和實際金額有待進一
步的協商。

本集團並無長期借貸，故資產負債比率並不適用。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流動比率約為5.43（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1.55），乃按流動資產
約1,380,748,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168,716,000港元）及流動
負債約254,282,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5,233,000港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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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本集團之資本結構無重大變化。

訂單

因本集團業務性質關係，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訂單記
錄。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合共僱用171名全職僱員。

本集團參考個別員工之表現及當時之市場慣例，以定期檢討及釐定僱員薪酬
待遇。薪酬待遇包括基本薪金、年終花紅、醫療及退休強積金。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交易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於回顧期內，美元
及人民幣兌港元之匯率相對穩定。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使用金融工具進行
對沖。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本集團只有一位客戶，故最大客戶佔總營業額為100%。除支付油田支援服務業
務支出及經營費用外，本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採購。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而其任何附屬公
司亦無於期內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並已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
宜，與管理層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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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委員會

除審核委員會外，董事會亦已成立薪酬委員會。各委員會均已訂立其職責範
圍，並以書面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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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操守守則（「標準守
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文所披露者除外：

守則條文A.2.1本公司尚未設有行政總裁一職，而本公司行政職責乃由執行董
事及管理層履行。因此，本公司重大決策由董事會作出。

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並無任何特定任期，惟彼等須遵照本公司章程細則
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刊發年報

二零一零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於本公司網站www.uegl.com.hk及
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宏偉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張宏偉先生、朱軍先生及張美英女
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申烽先生、周少偉先生及朱承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