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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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或因依賴該等內容引致的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TRONG PETRO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
海 峽 石 油 化 工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52）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年 度 業 績 公 佈

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7,890,665 5,713,234
銷售成本 (7,526,503) (5,278,498)

毛利 364,162 434,736
其他收入 5 5,654 34,649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112,019) (115,319)
分銷及銷售開支 (81,841) (87,543)
行政開支 (45,346) (39,103)
其他開支 (1,603) (17,312)
財務成本 (23,047) (12,26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954) (598)

除稅前溢利 105,006 197,250
稅項（開支）抵免 6 (2,686) 4,347

年內溢利 7 102,320 201,597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6,889 721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09,209 202,318

每股盈利 9
　—基本（港元） 0.06 0.13

　—攤薄 (港元 ) 0.06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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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7,218 180,028
　預付租金款項 21,114 20,666
　可供出售投資 392 392
　銀行結構式存款 19,579 19,014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34,847 110,950
　遞延稅項資產 4,358 4,358

337,508 335,408

流動資產
　存貨 1,024,350 366,757
　預付租金款項 459 440
　應收貿易款項 10 437,800 632,238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1,204 10,935
　可收回稅項 3,651 2,738
　經紀存款 63,372 128,936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610 57,642
　銀行結餘及現金 400,866 152,605

1,967,312 1,352,29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1 667,471 369,35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2,286 25,425
　銀行借款 727,253 463,414
　衍生金融工具 34,436 50,824
　應付稅項 4,749 9,540

1,456,195 918,556

流動資產淨值 511,117 433,73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48,625 769,143

權益
　股本 40,292 40,147
　儲備 800,856 728,996

總權益 841,148 769,14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477 －

848,625 76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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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一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法例，經綜合及修訂）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以來一直於聯

交所主板上市。其母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Forever

Winner International Ltd.（「Forever Winner」）。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分

別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及

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604室。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原油、成品油及石化產品貿易。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澳門經營業務。由於本集團與客戶及供應商主要以美元進行交易，因此

本公司及旗下大部分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均為美元（「美元」）。然而，為方便財務報表的使用

者，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

綜合財務報表亦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的適用披露。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下述會計政策以公平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歷史

成本法一般按交換貨物時所給予代價的公平值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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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適用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用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之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的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作為

　二零零八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的

　一部分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

　條款之有期貸款的分類

於本年度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不會對在該綜合財務報表呈報之金額及／或

在該綜合財務報表載列的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財務資產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5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關連人士披露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 6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2

　－詮釋第19號

1 該修訂本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倘適用）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

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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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入財務資產分類及計量的

新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加入財務負債及

取消確認的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有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

之已確認財務資產將於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根據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

目的的業務模式所持有；及僅為支付本金額及未償還本金額之利息而產生合約現金流量之債

務投資，一般於其後的會計期間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權投資於其

後的會計期間結束時按公平值計量。

就財務負債而言，主要變動乃與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負債有關。具體而言，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負債而言，因財務負債的信貸

風險變動而導致其公平值變動的金額，乃於其他全面收益中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益中呈

列該負債信貸風險變動的影響，會產生或增加損益的會計錯配，則作別論。因財務負債的信

貸風險而導致其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於損益重新分類。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

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負債的全部公平值變動金額均於損益中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並獲准提早採

納。

董事預期將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採納此項新準則將會影響本集團可供出售投資的分類及計量。

本集團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

除上述者外，香港會計師公會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頒佈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其他實體的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權益

該等新或經修訂準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起強制生效。提早採納是

准許的。然而，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外，倘一間實體選擇提早採納任何其他五項新訂

或經修訂準則，必須同時採納該五項準則。董事預期將於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開始的期間

在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採納該等準則。董事尚未有機會考慮採納該等準則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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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

收入指於正常業務過程中銷售貨品而已收及應收的金額減去折扣及銷售相關稅務。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收入絕大部分源自單一業務經營，即銷售原油、成品油及石化產品（「貿易業務」）。

本公司執行董事定期審閱貿易業務的財務資料（作為一個整體），以用於評估表現及資源分配。

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呈列分部資料時，貿易業務作為整體構成一個經營分部。

雖然管理層計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包括香港及澳門）發展石油倉儲業務，但倉儲

設施仍在建設中，且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前並無產生任何收益。本集團的收益及業績

主要源自貿易業務，管理層於兩年內一直將本集團視作單一經營分部管理。營業額及業績於

綜合全面收益表內披露。

主要產品收入

以下為本集團主要產品收入的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油 5,495,834 5,140,920

成品油 1,541,772 262,215

石化產品 853,059 310,099

7,890,665 5,71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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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目前於香港、澳門、中國及馬來西亞經營業務。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按交付產品予客戶所在地區劃分）的收入及有關本集團非流動資產（按

資產所在地理位置劃分）的詳情如下：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43,492 － 118 177

澳門 － － 1,257 1,348

中國 3,765,614 4,735,783 30,000 28,699

馬來西亞＊ 2,978,602 227,483 146,957 170,470

印尼 504,705 － － －

韓國 255,533 361,007 － －

其他東南亞國家 242,719 388,961 － －

7,890,665 5,713,234 178,332 200,694

＊ 根據合約條款，與客戶進行的若干貿易交易乃直接安排運輸自本集團油輪上取得原油及

成品油產品，該等油輪用作倉儲設施，停泊於馬來西亞港口。因此該等貿易交易被分類

為銷售至馬來西亞。

附註：就上述地區資料而言，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包括於聯營公司的權益、可供出

售投資及銀行結構性存款）及遞延稅項資產。

主要客戶的資料

於相應年度佔本集團總銷售額10%以上的來自客戶的收益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1,984,652 －*

客戶乙 796,597 －*

客戶丙 791,215 －*

客戶丁 －* 2,057,240

客戶戊 －* 1,045,393

客戶己 －* 906,256

* 並無披露各期間內低於總銷售10%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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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租停車位及自有油輪未動用倉儲區的租金收入 2,976 30,635

銀行利息收入 259 217

服務收入 538 2,279

銀行結構性存款公平值增加 565 1,518

其他 1,316 －

5,654 34,649

6. 稅項支出（抵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過往年度的香港利得稅（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 11

　中國企業所得稅 (4,791) －

(4,791) 11

遞延稅項 7,477 (4,358)

2,686 (4,347)

由於附屬公司於香港的經營產生稅項虧損，故本年度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由於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均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作出任何中

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頒佈的第58/99M號法令第2章第12條，海

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澳門離岸商業服務）獲豁免澳門補充稅。

在其他司法管豁區產生之稅項，按相關司法管豁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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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稅項與綜合全面收益表所示的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105,006 197,250

按適用的香港利得稅稅率16.5%

　（二零一零年：16.5%）計算的稅項 17,326 32,546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108) (265)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493 868

向澳門附屬公司授出免稅的影響 (20,849) (38,33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的稅項影響 157 99

未確認稅項虧損及暫時差異的稅務影響 5,183 731

過往尚未確認可扣稅暫時差異的稅務影響 5,275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4,791) 11

年內稅項 2,686 (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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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內溢利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的年內溢利：

核數師酬金 1,320 1,400

攤銷預付租金款項（計入其他開支） 449 43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油輪（附註） 23,513 17,635

　其他 218 215

外匯虧損淨額 702 18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1 (9)

石油倉儲設施、油輪及租賃物業的經營租金 1,494 16,697

董事薪酬 2,192 4,229

其他員工成本

　薪金、花紅及其他津貼 10,824 9,84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78 146

　以股份支付款項 698 2,873

13,992 17,092

存貨撇減（計入銷售成本） － 9,145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計入銷售成本） 7,449,961 5,171,911

以股份支付予外部者的款項（計入分銷及銷售開支） 7,641 31,513

附註： 由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由於三分之一的油輪已出租

以獲取租金收入，油輪折舊65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5,878,000港元）連同油輪應佔

經營成本計入其他開支。餘下22,86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1,757,000港元）連同油

輪應佔經營成本計入分銷及銷售開支。

8.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確認分派的股息︰

　二零一一年無派中期股息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中期股息每股3港仙） － 48,139

　二零一零年派發末期股息每股3港仙

　　（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無派末期股息） 48,389 －

48,389 48,139

自呈報期結算日起並無擬派股息（二零一零年：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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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及股份數目計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10,448,472 1,602,546,466

具潛在攤簿影響之普通股：

　購股權 77,554,529 67,042,685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88,003,001 1,669,589,151

10. 應收貿易款項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款項於呈報期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437,800 632,238

貨品銷售的信貸期為30日至90日。本集團概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於呈報期結算日，

所有應收貿易款項並無逾期或減值。由於債務人並無拖欠紀錄且該等結餘其後悉數結清，故

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應收貿易款項的信貸質素良好。

董事認為，本集團擁有穩固龐大的客戶群，而有關客戶則擁有雄厚財政實力及卓越市場地位。

董事認為該等關係可確保本集團降低其信貸風險。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憑藉管理層

的經驗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並釐定客戶的信貸額度。該等信貸額度將由管理層定期審

閱。

11.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於呈報期結算日的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667,471 369,353

採購商品的信貸期通常為30至90日。本集團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於信貸期限內支付所

有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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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石油產品貿易。截至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本集團69.7%的

收入來自原油貿易（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零九／二零

一零財政年度」）為90.0%）。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本集團來自成品油貿

易的收入約為19.5%（二零零九／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為4.6%），及來自石化產品的

收入約為10.8%（二零零九／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為5.4%）。

業務回顧

原油價格飆升

全球經濟於二零一零年持續復蘇，對原油等初級資源的需求亦隨之上升。需求上

升乃由於私營和公營界別的原油消耗量均有所增加。需求強勁拉動原油價格飆升，

而原油價格為本集團定價公式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本集團的平均每桶原油售價

由71.8美元一桶上升至88.7美元一桶，升幅為23.5%或每桶約16.9美元。基於市場

資訊透明度日漸提高，原油價格飆升對集團整體毛利率構成實質負面影響，因此

拖低本集團每項銷售的毛利率。

貿易業務表現

年內，原油貿易減少，本集團的海上油庫仍未達使用量的上限，尤以下半年度為

甚。這是由於海上油庫已沿用多年，部份油庫耗損情況越見嚴重，急需維修保養。

除原油貿易外，本集團亦投入額外資源以擴充貿易業務。本集團的貿易組合已新

增不同種類的成品油及石化產品。為強化銷售網絡，本集團主要放眼於擴展銷售

渠道至亞洲區國家。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本集團來自成品油產品的收

入增加1,279,600,000港元，來自石化產品的收入亦增加543,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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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天津港中化石化碼頭有限公司

本集團透過兆添投資有限公司持有天津港中化石化碼頭有限公司（「天津碼頭項目」）

15%股權。經重列的總註冊資本約人民幣139,400,000元，年內已由全體股東全數

支付。天津碼頭項目佔地約26,451.80平方米，將建立兩個分別載重50,000載重噸

及10,000載重噸的泊船位。天津碼頭項目毗鄰天津儲油項目，為天津儲油項目提

供物流服務。天津碼頭項目正在加快施工，以配合天津儲油項目的第一期施工階

段。天津碼頭項目已於二零一零年底竣工，現正聯同天津儲油項目進行試運行。

收購Asia Sixth Energy Resources Limited的40%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八日，本集團與 The Sixth Energy Limited及Asia Sixth

Energy Resources Limited（「Asia Sixth」）訂立一項認購協議，准許本集團實益擁

有Aral Petroleum Capital LLP 24%的權益。Aral Petroleum Capital LLP已獲授予在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Aktobe Oblast北區塊勘探及生產原油的勘探許可證及生產許可

證。勘探許可證覆蓋面積3,449平方公里的一系列勘探結構，低、最佳及高估計遠

景可開採資源分別約為72,780,000桶、217,700,000桶及708,210,000桶，而生產許可

證覆蓋一個名為East Zhagabulak（「EZ油田」）的生產油田，當中有兩個生產油井

（EZ213及EZ301）。EZ油田的探明可採加概算可採儲量(2P)約為6,230,000桶。截至

本報告日期，因認購事項的若干先決條件仍未達成，故收購事項尚待完成。因此，

參與各方均同意將完成的最後期限延遲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或各方書面互

相協定的任何日期）。本集團將會就收購事項之任何進展適時知會公眾投資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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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事件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本公司與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寶來」）訂立服務協

議，據此，本公司已委聘寶來為財務顧問，以就建議台灣存託憑證（「台灣存託憑

證」）上市向本公司提供財務諮詢服務。董事會認為建議台灣存託憑證上市將進一

步增加本公司股份之流通量並擴闊及分散本公司之股東基礎。建議台灣存託憑證

上市亦將加強公眾人士對本集團之認識，並將提升本集團在台灣之企業形象。此

舉將提高本集團在台灣之競爭力，有利於本集團日後在台灣之業務發展。此外，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東概未就本公司發行任何新股份或配

售現有股份或授出發行本公司新股份之選擇權落實任何決定。董事會將不時就建

議台灣存託憑證上市之任何重大發展進一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人士。

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產品 單位 裝運數量 銷售量 營業額 裝運數量 銷售量 營業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原油 桶 14 7,943,169 5,495.8 25 9,175,631 5,140.9

成品油 桶 8 2,507,935 1,541.8 3 495,832 262.2

石化產品 公噸 26 99,660 853.1 15 50,086 310.1

總計 48 7,890.7 43 5,713.2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總收入約為7,890,700,000港元，較上年度增加

38.1%。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原油貿易收入約為5,495,800,000港元，增加6.9%。

收入增加但銷售量下降，主要是由於年內石油均價飆升所致。二零零九／二零一

零財政年度與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石油平均價格比較，上升了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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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成品油貿易收入約為1,541,800,000港元，約為上

年度收入的6倍，增加是由於本集團作出努力，擴大成品油產品種類銷售所致。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石化產品貿易收入約為853,100,000港元，大幅增

加175.1%，乃由於本集團繼續擴充石化貿易團隊及增加石化產品種類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銷售成本約為7,526,500,000港元，較二零

零九／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5,278,500,000港元增加42.6%（約2,248,000,000港元），

有關增加與年內收入上升一致。

毛利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毛利約為364,200,000港元（二零零九／二零一零財

政年度：434,700,000港元），減少70,500,000港元。

其他收入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其他收入約為5,7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二零

一零財政年度的34,600,000港元減少28,900,000港元，減少原因主要是海上油庫不

再產生租金收入所致。二零一零／二零一一整個財政年度，海上油庫保留作自用。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本集團從事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對沖活動的目的是將每項交易所面對的價格風險

降到最低，並且減少經營業績的波動。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錄得約112,000,000港元虧損（二

零零九／二零一零財政年度：115,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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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及銷售開支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分銷及銷售開支約為81,900,000港元（二零零九／

二零一零財政年度：87,500,000港元），主要反映物色新供應商及開發新客戶以及

海上油庫營運的成本，其中包括非現金以股份支付之開支7,600,000港元（二零零

九／二零一零財政年度：31,500,000港元）。

行政及其他開支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本集團的總行政及其他開支約為47,000,000港元，

而上年度的總行政及其他開支則為56,400,000港元。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

及二零零九／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行政及其他開支主要反映人力資源成本及本集

團香港、澳門及中國業務的經營成本。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主要由於短期信貸融資及銀行支出所致。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

的財務成本約為23,0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12,300,000港

元增加87.0%。年內，由於與外界各方訂立的倉儲租賃協議屆滿，令可供使用的

倉儲設施增加。本集團有能力購入更多存貨作貿易用途，故存貨貸款的信貸融資

亦因此而增加。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約為1,000,000港元（二零零九

／二零一零財政年度：600,000港元），相當於本集團聯營公司中化天津港石化倉

儲有限公司所產生虧損的15%。

稅項

自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以來，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二零

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由於香港附屬公司產生稅項虧損，故並無就香港利得

稅作出撥備。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並無就中國附屬公司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佈的法令，澳門附屬公司豁免澳門所得補充稅。

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產生的稅項，按相關司法管轄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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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溢利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溢利約為102,300,000港元，較二零零九／二零一

零財政年度的201,600,000港元減少99,300,000港元。

項目進度

南通項目為在中國江蘇省南通市發展石化產品及成品油倉儲業務。由本公司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南通潤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運行。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南通項目的總資本開支為人民幣26,800,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6,400,000元）。管理層目前仍在對南通項目進行檢討及評估。南通項目的未動用

首次公開招股所得款項為106,200,000港元，有關款項已存入本集團銀行戶口供日

後使用。

天津儲油項目是指在天津市南疆港區建設及經營原油、成品油及石化產品的倉儲

設施。其由中化天津港石化倉儲有限公司（「天津公司」）運行。本公司一家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持有天津公司15%的權益。第一期施工階段已完成，並已獲天津當局

的安全檢查委員會發出試運行之許可。第二期目前仍然在建中，將提供合共48個

倉儲設施供儲存原油、成品油及石化產品。第二期施工階段預期可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完工。第二期施工階段包括鐵路建設。鐵路建設的初步可行性報告已通過北

京鐵路局審批，現正準備提交多份支持文件，包括鐵路建設的設計草圖。鐵路建

設預期可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底完工。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400,9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152,6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銀行融資為490,000,000美元（相當於3,822,0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57,000,000美元／2,785,000,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應付票據約為78,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的銀行借貸為727,300,000港元，指採購存貨相關的信託收據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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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為57,400,000港元。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為87,700,000港

元，為已抵押銀行存款及經紀存款的退款。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為217,600,000

港元，主要為短期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比率為1.35倍（二零一零年：1.47倍），

資產負債比率為0.9倍（二零一零年：0.6倍）。資產負債比率相當於銀行借款除以

總權益。流動比率下降而負債資產比率上升主要由於採購存貨相關的銀行借貸增

加所致。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有關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已付或擬派發末期

股息（二零一零年：每股3港仙）。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由已抵押銀行存款約15,6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57,600,000港元）、存貨及本集團擁有的物業擔

保。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為美元，呈報貨幣為港元。由於美元兌港元的匯率於本年度相

對穩定，故本集團所面對的外匯風險甚微。

資本承擔

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本集團有已授權但未訂約的資本開支約人民幣

93,000,000元（二零零九／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人民幣93,400,000元），乃有關於所

收購位於中國江蘇省南通市的兩幅租賃土地上建造成品油及石化產品倉儲設施。

本集團須於下年度向聯營公司天津港中化石化碼頭有限公司支付承諾註冊資本出

資約人民幣6,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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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會加固其根基，透過穩步擴充現有核心業務、拓闊貿易產品

種類及拓展國際性銷售網絡。此外，本集團將會繼續尋求潛在投資機會，從而改

善股東回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自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至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包括首

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合資格出席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下午四

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僱用36名僱員（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29名僱員）。本集團根據僱員成績及表現實施薪酬政策、花紅及購股權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董事獲授予一般授權，購回不

多於本公司於通過有關決議案日期已發行股本總面值10%之股份。年內，本公司

於聯交所購回其本身之股份如下︰

每股0.025港元 每股價格

回購月份 的普通股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總代價

千股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1,110 1.40 1.32 1,523

二零一一年一月 1,006 1.40 1.36 1,397

2,116 2,920

購回股份已於年內註銷，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亦因而按該等股份的面值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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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年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程

序。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二零一零／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年度業績。審核委

員會由全部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漢基先生（主席）、祝耀濱先生及林燕女士組成。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圍

載於本初步公佈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的有關數字經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認可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額。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的工作不屬於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

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進行的核證工作，因此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並未就初步公佈發表核證意見。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本年度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

全體董事確認本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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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年度業績

年度業績公佈刊登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http://www.hkexnews.hk)及

本公司網站(http://www.strongpetrochem.com)。年報將適時寄發予股東及刊登於香

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健生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位執行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執行董事為王健生先生、

姚國梁先生及黃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祝耀濱先生、劉漢基先生及林燕女士。

本公佈可於本公司網站www.strongpetrochem.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瀏覽。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