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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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S ENERGY COMPANY LIMITED 
漢思能源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554) 

 
二 零 一 一 年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漢思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列示)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附註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3 84,608  79,118
     

銷售成本  (35,113)  (24,827)
     

毛利  49,495  54,291
     

其他淨(虧損) ╱收益 4 (146)  1,112
行政費用  (18,330)  (20,577)
     

經營溢利  31,019  34,826
     

財務成本 5(a) (5,109)  (89)
     

除稅前溢利 5 25,910  34,737
     

所得稅 6 (9,153)  (11,025)
     

期內溢利  16,757  23,712
     

應佔:     
     

本公司股東  14,352  20,595
非控股權益  2,405  3,117
     

期內溢利  16,757  23,712
     

每股盈利 7    
     

- 基本  0.38仙  0.55仙
     

- 攤薄  0.38仙  0.5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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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列示)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千元  千元
    
期內溢利  16,757      23,71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16,607  5,67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3,364  29,382
     
應佔：     
     
本公司股東  29,678  25,812
非控股權益  3,686  3,57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3,364  2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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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港元列示） 

 於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流動資產   
     

固定資產     
- 物業、廠房及設備 8(a) 410,564  284,378
- 在建工程 8(b) 1,369,884  1,418,758
-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土地權益  51,989  19,060
建築成本之預付款項  18,372  21,176
無形資產  2,901  2,993
     

  1,853,710  1,746,365
流動資產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土地權益  2,400  1,554
存貨 - 消耗品  3,776  3,462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24,508  72,104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135,127  76,429
     

  265,811  153,549
流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計提費用  66,805  99,989
遞延收益  4,155  3,634
銀行貸款 10 9,000  10,200
本期稅項  5,249  5,694
     

  85,209  119,517
     

    

流動資產淨值   180,602  34,032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2,034,312  1,780,397
    

非流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323  7,420
銀行貸款 10 1,142,375  1,116,469
應付董事款項 11 194,742  -
     

  1,344,440  1,123,889
     
     

資產淨值  689,872  656,50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73,264  373,264
儲備  258,805  229,127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632,069  602,391
     

非控股權益  57,803  54,117
     

總權益  689,872  65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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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列示） 
 

股份 特別 匯兌 中國法定 股份 累計 非控股

股本 溢價 儲備 儲備 儲備 薪酬儲備 虧損 合共 權益 總權益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75,840 31,947               10,419      (348,128) 602,391       54,117     656,508

期內溢利              -               -               -            -                -                -          14,352 14,352           2,405       16,757
其他全面收益              -               -               -    15,326                -                -                 - 15,326           1,281       16,607

全面收益總額              -               -               -    15,326                -                -          14,352 29,678           3,686       33,364

以權益結算之股份交易              -               -               -            -                -       (10,419)          10,419              -             -              -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91,166 31,947                      -      (323,357) 632,069       57,803     689,872

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55,615 31,947                 9,811      (385,148) 544,538       46,567     591,105

期內溢利              -               -               -            -                -                -          20,595 20,595           3,117       23,712
其他全面收益              -               -               -      5,217                -                -                 - 5,217                453         5,670

全面收益總額              -               -               -      5,217                -                -          20,595 25,812           3,570       29,382

以權益結算之股份交易              -               -               -            -                -              608                 - 608                     -            608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60,832 31,947               10,419      (364,553) 570,958       50,137     621,095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信息附註 
(以港元列示）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信息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露條文而編制，包

括遵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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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財務信

息已於二零一一年八月二十四日獲授權刊發。 
 
本中期財務信息乃根據與二零一零年度之全年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制，惟預

期將於二零一一年度之全年度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詳

情載於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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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及一項新詮釋，並於本集團及本

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下列變動乃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相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零零九年修訂本）「關連方披露」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零一零年）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以股本工具扺銷金融負債 
 

頒佈《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尚未對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重大

影響，乃由於本集團於進行有關交易（例如以股換債）時，有關變動方會首次生效。 
 
其餘變動主要澄清本集團財務報表之適用披露規定。該等變動對本中期報告的內容並無重

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按地區劃分之實體管理其業務。根據與向本集團最高層行政管理人員內部匯報

資料以分配資源及評價表現一致之方式，本集團已識別以下兩個可報告分部。本集團並無

合併任何經營分部，以組成下列之可報告分部。 

－ 小虎島碼頭（「小虎石化庫」）：此分部指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番

禺所經營之提供碼頭、轉輸及貯存的業務。 
 
－ 東洲國際碼頭（「東洲石化庫」）：此分部指本集團將於中國東莞所經營之提供碼頭、

轉輸及貯存的業務。東洲石化庫現進行施工，並定於二零一一年下半年展開其業務營

運。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而言，本集團之高層行政管理人員乃按以下基礎監察各

可報告分部應佔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流動資產，但不包括其他公司資產。分部負債包

括其他應付款項及計提費用、遞延收益及個別分部應佔之本期應付稅項，以及各分部直接

管理之銀行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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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支出參照可報告分部所產生之銷售額及該等分部所產生之支出或該等分部應佔資

產之折舊或攤銷所產生之支出，以分配至該等分部。 
 
匯報分部溢利所採用之方法為「除稅前溢利」，即「未計稅項前之經調整盈利」。為達致

「除稅前溢利」，本集團之溢利就並無特定撥歸個別分部之項目（如總部或公司行政成本）

進一步作出調整。 
 
除獲得有關除稅前溢利之分部資料外，管理層亦獲提供有關收入、利息收入、財務成本及

新增非流動資產之分部資料。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有關提供予本集團最高層

行政管理人員以分配資源及評價分部表現之資料載列於下文。 
 

   小虎石化庫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千元  千元

    
可報告分部收入 84,608  79,118
    
可報告分部除稅前溢利 40,009  50,824
   
利息收入 456  763
    
財務成本 5,024  -
 
東洲石化庫現進行施工，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尚未展開其商業營運，因此，並無呈列

有關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分部收入、除稅前溢

利、利息收入及財務成本之分部資料。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總計 

 於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可報告分部資產 1,585,595  1,401,906 1,382,626 1,280,584 2,968,221  2,682,490
   
可報告分部負債 1,338,274  1,155,101 935,632  872,519 2,273,906 2,027,620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總計 
截至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止六個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期內增加之   
非流動分部資產 12,269  75,586  75,655  199,972 87,924 27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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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報告分部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千元 千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84,608  79,118
   
綜合營業額 84,608  79,118

    
溢利    

    
可報告分部除稅前溢利 40,009   50,824
未分配其他淨（虧損）╱收益 (343)  57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開支 (13,756)  (16,144)
   
綜合除稅前溢利 25,910   34,737
   

 
 於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2,968,221  2,682,490
對銷分部間之應收款項 (892,598)   (803,443)
   
 2,075,623   1,879,047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 43,898   20,867
   
綜合總資產 2,119,521   1,899,914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2,273,906   2,027,620
對銷分部間之應付款項 (892,598)   (803,443)
   
 1,381,308   1,224,177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 48,341   19,229
   
綜合總負債 1,429,649   1,24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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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淨(虧損) ╱收益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千元     千元

    
利息收入 480  77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31)  (17)
匯兌淨虧損 (580)  (67)
其他 85  426 
    
 (146)  1,112 

 
5.   除稅前溢利 
 

除稅前溢利乃經扣除下列各項後達致：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行貸款利息 32,316      26,141
減：資本化為在建工程之借貸成本 (27,207)      (26,052)

  
5,109  89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借貸成本已按年率5.40%-6.39% (截至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年率4.86% - 5.58%) 資本化為在建工程。 

 
(b) 員工成本:   
   

向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作出之供款 672 605
薪酬、工資及其他福利 14,906 14,318
以權益結算之股份支出 - 608

   
總員工成本 15,578 15,531

   
(c) 其他項目:   
   

折舊及攤銷 19,276 14,033
經營租賃費用：最低租賃付款 – 樓宇 2,740 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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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千元     千元

綜合損益表內的稅項指：    
    
本期稅項－期內中國企業所得稅 9,419       11,025
遞延稅項－暫時性差異的產生及回撥 (266)           -
    
 9,153       11,025
    

附註： 

 (i) 就香港利得稅而言，由於本集團於期內產生虧損，因此並無就香港利得稅撥備（截至

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無）。 
  
 (ii) 根據中國有關當局於二零零二年就港口營運業務發出之批准，其中一家位於中國之附

屬公司粵海（番禺）石油化工儲運開發有限公司（「粵海（番禺）」）獲得若干稅項

優惠，自首個獲利年度起計五年內的溢利免繳中國企業所得稅，而其後五年之稅項按

各年的溢利減免50%後按當地稅局厘定的通行稅率徵收。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前適用

於粵海（番禺）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稅率為15%。 
  

二零零七年三月十六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國企業所得稅法

（「新企業所得稅法」），並於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起生效。在新企業所得稅法下及

根據由國務院及國家稅務總局發出之實施細則及通知（統稱「實施細則」），凡於二

零零七年三月十六日前成立且於推行新企業所得稅法前享有稅務優惠待遇的實體，自

二零零八年開始，於新企業所得稅率25%應用前須按過渡稅率（「過渡稅率」）納稅。

現享15%減免稅率的公司，於二零零八年、二零零九年、二零一零年、二零一一年及

二零一二年起的過渡稅率分別為18%、20%、22%、 24%及25%。在新企業所得稅法

的免受新稅法限制下，粵海（番禺）於實施新稅法後尚未完全享受其五年稅務寬減，

故將於免受新稅法限制的五年內可獲稅務寬減。截至二零一一年及二零一零年六月三

十日止六個月期間之適用稅率分別為24%及22%。 
 
另外，在新企業所得稅法下，除雙邊協議可減少徵稅外，外資企業支付其海外投資者

之股息須繳納10%預扣稅。在免受新稅法限制下，外資企業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未分配溢利獲豁免繳納預扣稅。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外資企業之未分配利潤相關之暫時性稅項差異合共

為255,110,000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227,456,000元）。本公司未有就於分

派此等未分配利潤而應付之稅項確認遞延稅項負債12,756,000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11,373,000元），原因是本公司控制該外資企業之股息政策，而董事會已

決定不會於可見將來分派該公司之未分配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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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乃根據本中期內本公司之股東應佔溢利14,352,000元（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

十日止六個月：20,595,000元）及已發行普通股加權平均數3,732,638,000股普通股（截至二

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3,732,638,00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計入截至二零一零年及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行使購股權之影響將對每

股盈利產生反攤薄效應，故期內每股攤薄盈利與每股基本盈利相同。 

 
8. 固定資產 

(a)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購置及出售 

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本集團添置碼頭及貯存設施（包括施工完成後從

在建工程轉入之資產）的成本約為131,550,000元（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506,000元）。賬面淨值為122,000元之碼頭及貯存設施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

月內出售（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零元），產生出售虧損118,000元（截至

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零元）。 
 
(b)  在建工程 

本集團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之在建工程包括於東洲石化庫及小虎石化庫收購土地使用

權及建設港口及貯存設施之成本分別合共13.69億元及100萬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12.62億元及1.57億元）。兩項工程均預計於二零一一年下半年開始商業營運。 
 

9.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之應收賬款(已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並無逾期或減值 116,434  66,486
逾期少於一個月 -       116
   
應收貿易賬款，已扣除呆壞賬撥備 116,434  66,602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074        5,502
   
 124,508  72,104

視乎洽談結果而定，賒賬期一般僅授予有良好交易記錄之主要客戶。本集團給予客戶平均30
天之賒賬期。 

 
於結算日，應收本集團最大客戶的款項佔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為94%（二零一零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89%），故承受一定程度的信貸集中風險。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應收該名

客戶之款項預期將於二零一一年下半年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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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銀行貸款 
 
(a) 銀行貸款賬面值的分析如下： 

  
於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流動負債   
銀行貸款之流動部分 2,400      2,400
應要求償還之非流動銀行貸款 6,600  7,800

    
 9,000  10,200
非流動負債   
銀行貸款 1,142,375  1,116,469
   

 1,151,375      1,126,669
 
所有非流動銀行貸款，包括應要求償還之非流動銀行貸款，均按攤銷成本列賬。預期該等非

流動銀行貸款不會於一年內償還。 
 

(b)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銀行貸款須於下列期間償還： 
 

於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於一年內或按要求 2,400  2,400
   

一年後但兩年內 2,400  590,015
兩年後但五年內 110,020  108,821
五年後 1,036,555  425,433
   

 1,148,975  1,124,269
    

   
 1,151,375  1,126,669

 
(c)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銀行貸款之抵押情況如下： 

  
於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銀行貸款   
- 有抵押 1,142,375  1,116,469
- 無抵押 9,000  10,200
   
 1,151,375  1,12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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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行融資額度合共2,244,764,000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2,218,953,000元），其中1,142,375,000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1,116,469,000元）乃以本集團若干未來不可撤銷之經營租賃應收款項作抵押。於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已動用之融資額度為1,142,375,000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1,116,469,000元）。 
 
本集團若干銀行融資額度 402,000,000 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402,000,000 元）需

符合有關本集團資產淨值狀況之契諾以及本公司控股股東之最低持股量所規限，該等契諾

通常於與金融機構訂立之貸款安排中出現。倘本集團違反有關契諾，則已提取之貸款須按

要求償還。 
 
此外，本集團之其中一項銀行貸款協議之條款給予貸款人全權酌情決定隨時要求貸款即時

償還的權利，無論本集團是否遵守契諾及符合預定償還職責。本集團定期監控此等契諾之

遵守，並根據銀行貸款的預定還款期作出償還，因此並不認為銀行會行使其要求償還的權

利。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動用該筆融資 9,000,000 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10,200,000 元），且並未違反有關所動用融資的契諾（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11.  應付董事款項 
 

應付一名董事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而且無固定還款期。該董事已確認不會自結算日起十

二個月內要求還款，因此該結餘呈列為非流動。 
 
12.  購股權計劃 
 

根據二零零二年十二月十六日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採用一購股權計劃（「該計劃」），

藉此令本公司得以聘請及續聘具才幹之僱員、吸納對本集團有價值之資源，及為本公司提供

渠道向該等對本集團有貢獻或帶來利益之人士作出激勵、獎賞、報酬、補償及╱或提供福利。

該計劃由採納當日起計一直有效十年，及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十五日屆滿。 
 
於二零零八年五月七日，董事會批准根據該計劃向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理人員授出涉及

72,400,000股普通股之購股權。上述根據該計劃授出之購股權，行使期將不遲於二零零八年

五月七日起計三年。購股權乃根據市場條件授出，只有在本公司股份之市價為每股1.2元或

以上之情況下，方可行使購股權。於計算購股權於授出日期之公允值時，已計及此項條件。 
 
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並無向任何董事及高級管理層授出或發行購股權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無）。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該計劃並無未

行使購股權（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72,400,000份購股權）。所有根據該計劃發行的

購股權已於期內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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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業務回顧 
 

位於中國廣東省番禺南沙小虎島之石油及石化碼頭（「小虎石化庫」）之經營業績如下： 
 
 截至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止

截至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止 變化

營運統計數字 六個月 六個月 %
  

碼頭、貯存以及轉輸服務  
船隻泊岸總數  
- 外輸 104 118 -11.9
- 本地船隻 274 280 -2.1
接收貨物之貨車數目 7,771 8,989 -13.5
灌桶數目 23,313 19,958 16.8
轉輸數量（公噸）  
- 油品 1,943 1,923 1.0
- 石化品 72,864 78,425 -7.1
碼頭吞吐量（公噸） 599,000 604,000 -0.8
貯存罐區吞吐量（公噸） 752,000 778,000 -3.3
  
固體化學品倉庫服務  
收貨量（噸） 17,948 不適用 不適用

發貨量（噸） 14,122 不適用 不適用
 

小虎石化庫繼續為本集團帶來主要收入來源。於本期間，碼頭及貯存罐區吞吐總量減少，原因

為華南地區貨物流量下降，導致小虎石化庫處理之燃料油品的進口量有所減少。期內船隻泊岸

數目及接收貨物之貨車數目亦持續下降。幸而，小虎石化庫的貯存罐區保持接近100%出租率。 
 

除上述小虎石化庫液化業務外，小虎石化庫固體化學品倉庫及物流中心（「固化倉庫中心」）

已從今年一月起開始投入運作，並於二零一一年為本集團帶來了新的收入來源。 
  
分部業績 
 

本集團的可報告經營分部為小虎石化庫及東洲國際碼頭（「東洲石化庫」）。兩個分部均出租

油品及化工品貯存罐及提供碼頭及轉輸服務以產生貯存及轉輸收入以及港口收入。然而，東洲

石化庫在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尚未開始其業務營運。因此，可報告經營分部溢利僅指小虎石

化庫於期內的溢利。 
 

小虎石化庫之營業額明細如下： 
 截至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千港元 %  千港元 %
   

碼頭、貯存以及轉輸服務 77,768 91.9 75,745 95.7
港口收入 3,221 3.8 3,373 4.3
固體化學品倉庫收入 3,619 4.3 不適用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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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來自提供碼頭、貯存以及轉輸設施之營業額由7,570萬港

元輕微增加2.7%至7,780萬港元。主要原因為向客戶提供之碼頭操作服務量攀升，從而令處理費

所得收入上升。此外，期間人民幣升值，亦帶動一定比例的增幅。然而，從港口收入錄得的營

業額由337萬港元下降4.5%至322萬港元。此減少主要是期間的碼頭吞吐量下降所致。 
 
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固化倉庫中心為本集團帶來約360萬港元的收入。而集

團從不同客戶中取得了令人鼓舞的反應。於報告期末，約40%的總樓面面積已出租予不同客戶。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錄得分部溢利由5,080萬港元減少至4,000萬港元，

跌幅為21.3%。這減幅主要是由於固化倉庫中心運作初期錄得經營虧損。此外，中國的整體通

貨膨脹影響了本集團的經營成本，同時銀行貸款產生之財務成本上升亦影響了本集團的業績表

現。有關分部報告的詳情，請參閱第5至7頁附註3。 
 
展望 
 
期內，中國政府致力控制通脹。就這方面而言，在沒有中國政府如上一年般推出加大投資力度

刺激方案及寬鬆貨幣政策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無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度的影響。此外，

期內的美國經濟表現低迷，加上主權債務信用評級被下調的負面影響，可能引致第三輪的量化

寬鬆計劃。然而，對於有關舉措能否對經濟復甦起著強勁而積極的作用，市場並不過於樂觀。

在歐洲，經濟發展仍然被多個歐盟國家的主權債務問題所拖累，明確的經濟增長信號仍然遙遠。 

 

 小虎石化庫液化碼頭業務 
 
鑑於全球經濟存在著不確定性，難以預測此等不確定性對本集團業務所造成的影響。但是，由

於小虎石化庫之貯存罐租約屬中期至長期，故集團預期出租率將維持高企於90%之水平，且集

團的收入可維持與去年相若的水平。 

 

 小虎石化庫固化倉庫中心 
 
繼於二零一一年上旬取得了臨時經營許可後，位於番禺小虎島的固體化學品倉庫及物流中心已

開始投入運作。該中心的樓面面積約為32,000平方米，目標是把握珠江三角洲危險品看管行業

新安全規例所締造的商機。該中心於今年較早時展開業務，並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底達到約40%
的使用率。新業務在營運首數個月錄得經營虧損十分常見，而該中心現時在40%使用率的情況

下，已取得正毛利率。待經營許可證於二零一一年下半年全面獲得簽發後，預計本年底將租出

約80%的樓面面積。 
 
 東洲石化庫項目 

 
東莞港口碼頭的施工、營運設備安裝及豎立儲罐設施已完成。該等設施現正接受有關政府部門

驗收，預期將於二零一一年第三季度末獲授予臨時經營許可證後投入運作。儲罐大多已被租出。

一些油罐客戶現正在等候名單上，管理層正認真考慮開始建設更多的儲罐，以應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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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為8,460萬港元（二零一零年：7,910萬港

元），較二零一零年同期增長為6.9%。此乃主要由於人民幣升值及期內碼頭操作服務增加所致。

此外，於二零一一年上半年，小虎石化庫固化倉庫中心為本集團帶來360萬港元的新收入。然而，

毛利由5,430萬港元減至4,950萬港元，及毛利率由68.6%下跌至58.5%。毛利率下跌一部分歸因

於液化業務之經營成本上升及固化倉庫中心首數個月運作錄得經營虧損。但隨著倉庫使用率提

升，虧損已見改善。自二零一一年六月以來，倉庫運作已取得正經營利潤率。另外，經營成本

上升乃與中國整體通貨膨脹有關。期內之EBIT及EBITDA分別為3,100萬港元（二零一零年：3,480
萬港元）及5,030萬港元（二零一零年：4,890萬港元）。期內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為0.38港仙（二

零一零年：0.55港仙）。下跌是由於期內經營成本及固體倉庫中心相關之財務開支上升。  
 
 截至

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

截至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止六個月 止六個月 變化

 千港元 千港元 %
   
營業額 84,608 79,118 6.9
毛利 49,495 54,291 -8.8
除息稅前溢利 (「EBIT」) 31,019 34,826 -10.9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14,352 20,595 -30.3
除利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利 (「EBITDA」) 50,295 48,859 2.9
毛利率 58.5% 68.6% 
淨利率 17.0% 26.0% 
每股基本盈利（港仙） 0.38 0.55 -30.9
每股攤薄盈利（港仙） 0.38 0.55 -30.9
  

 
資本結構、流動資金及資本負債比率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總額約為1.351億港元（二零一零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7,640萬港元），大部分資金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持有。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流動比率為3.12（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28）。流動比率出

現變動，主要與期內獲得一名董事墊支1.947億港元有關，當中部分用於支付期內固化倉庫中心

及東莞石化庫的建造費用。由於該董事確認不會在結算日後十二個月內要求還款，因此該墊支

款呈列為非流動。詳情請參閱第12頁附註11。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率為2.07（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89）

（定義為總負債除以總權益），有關增加主要是由於期內本集團獲得一名董事墊支1.947億港元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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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 
 

現時現金儲備及經常性營運現金流量足以應付現時日常營運所需。本集團已成功於去年安排向

外籌集銀行貸款及於本期內獲得一名董事墊支一筆款項作為發展新業務，支付固化倉庫中心之

建造費用，以及東洲石化庫開始運作前所需之資金。本集團將小心留意資本市場及債務市場的

狀況，以及本集團最新發展之情況，從而確保善用財務資源。 

 
財務成本 
 
本集團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的未償銀行貸款為11.51億港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11.27億港元）。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已資本化為在建工程之借貸成本為2,720
萬港元（二零一零年：2,610萬港元），損益內確認財務成本約為510萬港元（二零一零年：8.9
萬港元）。 
 
稅項 
 

本集團於期內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利，因此毋須繳納香港利得稅。另一方面，本集團的國內附

屬公司粵海（番禺）仍可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中國新企業所得稅法按過渡

稅率24%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匯率波動風險及有關對沖 
 

本集團之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持有。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營運支

出主要為人民幣，其並常以人民幣收取收益。管理層認為本集團之匯率風險不大，並認為毋須

採用衍生工具進行對沖。 
 
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就長期銀行融資將其部分之不可撤銷之經營租賃的未來應收款項抵押。除此之外，於二

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資產抵押。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發展碼頭及購買港口和貯存設施而作出已訂約但未於中期

財務報告撥備之資本開支合共為0.31億港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0.34億港元）。同時，

於結算日，本集團就發展碼頭及購買港口和貯存設施而作出未訂約但經董事會批准且未於中期

財務報告撥備之資本開支約為1.41億港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61億港元）。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約有400名僱員（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400名）。對比有關市場情況下，僱員薪

酬保持在具競爭力之水平，並與表現掛鈎。 
 
中期股息 
 

董事不建議就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零一零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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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料 
 
審閱中期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報告並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

會以及核數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閱，其審閱報告刊載於即將寄予股東的中期報告內。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a)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乃以聯交所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常規守則」）

所列明之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為根本。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條文，惟偏離守則

條文第 A.4.1 條之規定，詳情見下文闡釋。 
 
根據守則條文第 A.4.1 條之規定， 非執行董事需按固定任期獲委任，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儘管獨立非執行董事並非按固定任期獲委任，但根據章程細則第 116 條，本公司各現任董

事均最少每三年輪席退任一次。 
 
本公司定期檢討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持續符合常規守則之規定。 

 
(b)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十所載之上市發行人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而全體董事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

六個月內均遵循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戴偉 

 
香港，二零一一年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行董事，即戴偉先生（主席）、馮志鈞先生、劉
志軍女士及張雷先生，以及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即李偉強先生、劉健先生及陳振偉先生。 
 
網站: www.hansenerg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