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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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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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EW SMART ENERGY GROUP LIMITED
駿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1）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為24,425,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23,236,000港元），上升5.12%。

•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為3,80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溢利47,797,000港元）。

•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0.05港仙（二
零一零年：每股盈利1.62港仙（經重列））。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1,979,123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57,512港元）。

• 董事局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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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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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之未經審
核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24,425 23,236
銷售成本  (14,665) (19,413)
   

毛利  9,760 3,823

其他收入  2,586 58
可換股票據內含衍生工具之
 公平值收益 16 25,286 128,478
提早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16 891 –
行政開支  (19,958) (20,301)
產品分成合同之攤銷 10 (65,656) (62,737)
重組承兌票據之收益淨額  – 9,55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公平值變動 11 (585) (216)
融資成本 5 (6,959) (26,543)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4 (54,635) 32,113

所得稅 6 16,414 15,68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
 （虧損）╱溢利  (38,221) 47,797

已終止經營業務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7 34,419 –
   

本期間（虧損）╱溢利  (3,802) 47,797
   

下列人士應佔本期間之（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661) 48,030
 非控股權益  (141) (233)
   

  (3,802) 47,797
   



3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虧損）╱盈利（以港仙列示） 8  （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05) 1.6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57) 1.6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52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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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溢利  (3,802) 47,797

其他全面收入
匯兌差額
 – 換算海外業務  53,559 21,366

 – 與出售海外附屬公司有關
   之重新分類調整  (28,287) –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21,470 69,163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1,611 69,396

 非控股權益  (141) (233)
   

  21,470 6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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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9 43,315 42,086

 無形資產 10 3,632,002 3,625,841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2,641 2,641
   

  3,677,958 3,670,568
   

流動資產
 存貨  49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1 25,243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88,607 6,038

 現金及銀行結餘  171,509 346,803
   

  285,408 352,841

已終止經營業務資產及分類為
 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合 7 – 97,117
   

  285,408 449,958
   

資產總值  3,963,366 4,120,52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265,539 265,539

 儲備 14 1,713,584 1,691,973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  1,979,123 1,957,512

非控股權益  (614) (473)
   

總權益  1,978,509 1,95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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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 無抵押 16 1,022,874 1,152,042

 遞延稅項負債 17 908,001 906,460
   

  1,930,875 2,058,502
   

流動負債
 其他借款，無抵押 15 19,624 20,03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8 34,358 39,209
   

  53,982 59,244

已終止經營業務負債及分類為
 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合 7 – 45,741
   

  53,982 104,985
   

負債總額  1,984,857 2,163,487
   

權益及負債合計  3,963,366 4,120,526
   

流動資產淨額  231,426 344,97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909,384 4,01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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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265,539 2,003,059 (311,086) 1,957,512 (473) 1,957,039
轉撥 – (6,170) 6,170 – – –
本期間虧損 – – (3,661) (3,661) (141) (3,802)

其他全面收入
 匯兌差額
  －於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財務報表時產生 – 53,559 – 53,559 – 53,559
  －出售附屬公司時解除 – (28,287) – (28,287) – (28,287)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25,272 (3,661) 21,611 (141) 21,47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265,539 2,022,161 (308,577) 1,979,123 (614) 1,978,509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66,163 1,430,007 (321,528) 1,174,642 – 1,174,642

本期間溢利 – – 48,030 48,030 (233) 47,797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 21,366 – 21,366 – 21,366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21,366 48,030 69,396 (233) 69,163

發行新股份
 －可換股票據獲轉換時 3,913 96,661 – 100,574 – 100,574

 －配售股份時 13,000 63,525 – 76,525 – 76,525

 －紅利認股權證獲行使時 3,345 13,380 – 16,725 – 16,725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86,421 1,624,939 (273,498) 1,437,862 (233) 1,43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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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8,023) (18,938)

用於投資業務之現金淨額  (55,821) (7,277)

（用於）╱來自融資業務之現金淨額  (110,753) 24,91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174,597) (1,296)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46,803 39,126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697) (823)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71,509 3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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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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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
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報告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列賬除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修訂本及詮釋（「新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移金融資產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資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之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表項目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投資2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分類乃根據向本公司董事局（首席營運決策人）（「首席營運決策人」）呈報以分配
資源並據以評估業績表現之資料劃分，載列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 電子零件
－ 煤層氣
－ 庫務（即證券買賣及放債）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7）：

－ 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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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類業績

就評估分類表現及分配分類間資源而言，首席營運決策人根據以下基礎監察各個須報
告分類應佔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類業績相當於並無分配中央行政成本之各個分類之業績(例如，董事酬金及融資成
本)。稅務收費並不分配予呈報分類。

收益和開支分配給呈報分類將參考其分類產生的銷售和開支或以其分類所產生的折舊
或資產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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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予本集團首席營運決策人的本集團呈報分類資料載於下文：

  已終止
  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 （附註7）
  

 電子零件 煤層氣 庫務 小計 天然氣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來自外來客戶之呈報分類
 收益 16,436 1,389 6,600 24,425 – 24,425
分類間收益 – – – – – –
      

呈報分類收益 16,436 1,389 6,600 24,425 – 24,425
      

呈報分類業績 (353) (49,969) 5,955 (44,367) 34,419 (9,948)
      

本期間攤銷 – 65,656 – 65,656 – 65,656
本期間折舊 5 1,405 19 1,429 – 1,429
提早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 (891) – (891) – (89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 – – 585 585 – 585
其他收入 – (1,466) (867) (2,333) – (2,333)
利息開支 33 6,926 – 6,959 – 6,959
主要非現金項目：
 －可換股票據內含衍生工具
   之公平值收益 – (25,286) – (25,286) – (2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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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終止
  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 （附註7）
  

 電子零件 煤層氣 庫務 小計 天然氣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來自外來客戶之呈報分類收益 21,933 1,303 – 23,236 – 23,236

分類間收益 – – – – – –
      

呈報分類收益 21,933 1,303 – 23,236 – 23,236
      

呈報分類業績 (612) 45,083 (240) 44,231 – 44,231
      

本期間攤銷 – 62,737 – 62,737 – 62,737

本期間折舊 6 1,321 3 1,330 – 1,330

重組承付票據之收益淨額 – (9,551) – (9,551) – (9,551)

利息開支 29 26,514 – 26,543 – 26,54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 – 216 216 – 216

主要非現金項目：
 – 可換股票據內含衍生工具
   之公平值收益 – (128,478) – (128,478) – (12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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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呈報分類收益、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持續經營業務
呈報分類收益 24,425 23,236

對銷分類間收益 – –
  

持續經營業務綜合營業額 24,425 23,236
  

已終止經營業務
呈報分類收益 – –

對銷分類間收益 – –
  

已終止經營業務綜合營業額 – –
  

溢利或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呈報分類（虧損）╱溢利 (44,367) 44,231

其他收入 253 58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10,521) (12,176)
  

持續經營業務綜合（虧損）╱溢利 (54,635) 32,113
  

已終止經營業務
呈報分類溢利 34,4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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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料

  已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香港 中國 中國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核）
收益 23,036 1,389 – 24,425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核）
收益 21,933 1,303 – 23,236
    

4. 除稅前（虧損）╱溢利－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其他酬金 9,272 10,511

 －退休計劃供款 161 160
  

 9,433 10,671
  

折舊 2,058 1,678

產品分成合同之攤銷 65,656 62,737
  

 67,714 64,415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租金開支 1,605 1,885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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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借貸之利息支出：
 －承付票據 – 19,103

 －可換股票據 6,926 7,411

 －銀行貸款及透支 33 29
  

 6,959 26,543
  

6. 所得稅－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本期間撥備 – –

遞延稅項（附註17） 16,414 15,684
  

 16,414 15,684
  

附註：

(a)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及前期均無於香港及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的國家產生任何應課稅溢
利，因此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香港利得稅及海外稅項撥備。

(b)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設立之附屬公司須按現有優惠稅率25%（二零一零年：25%）
繳納所得稅。

(c) 遞延稅項由撥回攤銷財務報表附註10內所述之產品分成合同有關之產品分成合同所產
生之暫時差異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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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終止經營業務及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合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向本公司前任董事譚傳榮先生出售三峽燃氣（英屬維爾
京群島）投資有限公司（「三峽燃氣」）及其附屬公司重慶市雲陽縣天然氣有限責任公司、雲陽
縣三峽壓縮天然氣有限公司、奉節縣三峽風天然氣有限責任公司及巫山縣三峽風天然氣有限
責任公司（統稱「該等重慶天然氣公司」）及香港三峽燃氣投資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現金
代價為人民幣50,000,000元（約59,400,000港元）。

 千港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資產及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合 97,117

已終止經營業務負債及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合 (45,741)
 

出售之淨資產 51,376

有關出售之直接成本 1,892

匯兌儲備之解除 (28,287)

出售之收益 34,419
 

總現金代價 5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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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將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加權
平均股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每股
 基本（虧損）╱盈利總額所用之（虧損）╱溢利 (3,661) 48,030

計算已終止經營業務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所用之溢利 34,419 –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所用之（虧損）╱溢利 (38,080) 48,030
  

  （重列）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於一月一日發行普通股 6,638,473,206 2,414,844,037

可換股票據換股之影響 – 64,347,844

行使紅利認股權證之影響 – 47,836,627

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之影響 – 437,983,864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38,473,206 2,965,012,372
  

(b) 攤薄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等於每股基
本（虧損）╱盈利，因為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之換股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場價格，
因而對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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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機器及設備
 未經審核
 物業、機器及設備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之賬面值 42,086

匯率變動 786

添置 2,501

折舊 (2,058)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 43,315
 

10. 無形資產
 產品分成合同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3,753,839

匯兌調整 142,587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3,896,426

匯兌調整 77,80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3,974,228
 

累積攤銷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135,555

年內折舊 126,568

匯兌調整 8,462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270,585

期內折舊 65,656

匯兌調整 5,98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342,226
 

賬面金額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632,002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3,62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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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分成合同於剩餘三十年之合同期限內以直線法攤銷。

1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之股本證券：
 －於香港上市(a) 15,366 –

可換股票據，非上市(b) 9,877 –
  

 25,243 –
  

(a) 上述上市證券之公平價值乃參考於呈報期完結時有關交易所報出的市場買入價而釐定。

(b) 可換股票據之債務部份與換股權部份之公平值乃由獨立專業估值師資產評值顧問有限
公司釐定。

585,000港元之公平價值虧損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簡明綜合收入報表確
認。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2,646 3,652

減值撥備 (332) (332)
  

 2,314 3,320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a)） 85,468 801

按金及預付款項 825 1,917
  

 88,607 6,038
  

附註：

(a) 計入其他應收款項乃存放於一間律師事務所（作為本公司之託管代理）合共85,000,000

港元之託管金額。如附註20(a)所述，本集團對該託管代理提出法律程序，以退還該
85,000,000港元託管金額。根據所取得之法律意見，本公司董事認為託管金額可全數收
回，故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須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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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銷售電子零件授予業務應收賬之信貸期一般為三十天至九十天。

本集團根據賬單日期之貿易應收款項（已扣除減值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以下 1,950 2,910

30至90日 327 392

91至180日 16 18

超過180日 21 –
  

 2,314 3,320
  

13. 股本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面值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4港元 50,00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4港元 6,638,473,206 26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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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儲備
  股本 特別 其他資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資本儲備 儲備 投資儲備 匯兌儲備 法定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350,151 5,318 492,172 1,805 949 146,494 6,170 (311,086) 1,691,973

轉撥 – – – – – – (6,170) 6,170 –

本期間虧損 – – – – – – – (3,661) (3,661)

匯兌儲備
 –於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財務報表時產生 – – – – – 53,559 – – 53,559

 –於出售附屬公司
  時解除 – – – – – (28,287) – – (28,287)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5,272 – (3,661) 21,61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350,151 5,318 492,172 1,805 949 171,766 – (308,577) 1,713,58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876,044 5,318 492,172 1,805 949 47,549 6,170 (321,528) 1,108,479

發行新股：
 –於兌換可換股票據時 96,661 – – – – – – – 96,661

 –於配售股份時 63,524 – – – – – – – 63,524

 –於行使紅利認股權證時 29,945 – – – – – – – 29,945

 –於供股時 283,977 – – – – – – – 283,977

本年度溢利 – – – – – – – 10,442 10,442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98,945 – – 98,945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98,945 – 10,442 109,387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50,151 5,318 492,172 1,805 949 146,494 6,170 (311,086) 1,691,973
         

15. 其他借款
其他借款（根據產品分成合同（附註10）關於煤層氣業務）乃按要求時償還予獨立第三方之款
項，無抵押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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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2,000,000,000港元，為期五年之可換股
票據，以收購佳先投資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該等票據不帶票息率。該等票據可於發行
可換股票據日期起期間內隨時以每股轉換股份0.25港元之初步換股價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完成股份合併及供股後，經調整換股價為0.76港元。

由於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因此以港元結算之該等可換股票據之轉換權不會導致以固
定金額之現金轉換為固定數量之權益工具進行交收。因此，內含轉換權乃與主合約分離，並
列作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表之內含衍生工具。

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分及內含衍生部分之公平值由獨立專業估值師資產評值顧問有限公司於
發行日期釐定。於發行日期，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值為2,000,000,000港元，當中包括負債部分
1,875,030,000港元及內含衍生部分124,97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可換股票據內
含衍生部分之公平值經獨立專業估值師中和邦盟評估有限公司重新估值為4,910,000港元。內
含衍生部分公平值之減少25,286,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簡明綜合收
入報表內確認及扣除。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本公司提前贖回本金額112,417,000港元，
賬面值為110,808,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並獲可換股票據持有人提供2,500,000港元折讓，引
致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於簡明綜合收入報表內確認提早贖回收益891,000港
元。

可換股票據內含衍生工具部份（按公平值）及負債部份（按攤銷成本）之變動如下：

 內含衍生
 工具部份 負債部份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可換股票據
 （本金額1,252,417,000港元）賬面值 226,525 1,190,990 1,417,515

於簡明綜合收入報表中扣除之推算利息 – 14,651 14,651

於簡明綜合收入報表中扣除之公平值減少 (179,550) – (179,550)

轉換為新股份 (14,685) (85,889) (100,57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之可換股票據
 （本金額1,162,417,000港元）賬面值 32,290 1,119,752 1,152,042

於簡明綜合收入報表中扣除之推算利息 – 6,926 6,926

計入簡明綜合收入報表中之公平值減少 (25,286) – (25,286)

贖回 (2,094) (108,714) (110,808)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可換股票據
 （本金額1,050,000,000港元）賬面值 4,910 1,017,964 1,022,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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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遞延稅項負債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904,571

計入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31,642)

匯兌調整 33,531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906,460

計入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16,414)

匯兌調整 17,95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908,00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已確認遞延稅項負債指於二零零八年完成業務合併後公平值調整
之稅務影響。

1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9,298 9,843

其他應付款項 24,729 26,599

應計經營開支 331 2,767
  

 34,358 39,209
  

本集團根據賬單日期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以下 2,789 5,026

30至90日 5,665 3,893

91至180日 246 564

超過180日 598 360
  

 9,298 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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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承擔
(i)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於財務報表中計提撥備之產品分成合同之資本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產品分成合同
 －已授權及已訂約 9,970 12,467

 －已訂約但未撥備 24,620 22,462
  

 34,590 34,929
  

(ii)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於下列年份須支付之未來最低租約款項總額
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573 2,741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188 578
  

 1,761 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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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或然負債
(a) 法律或有費用

本集團乃一項針對香港一間律師事務所進行法律程序的原告。該律師事務身為本公司
託管代理。法律程序乃要求託管代理退還合共85,000,000港元託管金額。根據所取得之
法律意見，本公司董事認為，信託金額可以全數收回，故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
有需要作出減值。

(b) 環境或有費用

本集團至今沒有為環保修復產生重大支出，現今亦沒有參與任何環境修復工作及沒有
為與業務有關之環保修復計劃計提任何金額。根據現行法例，管理層相信不會發生將
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有重大不利影響之負債。然而，中國政府已經及有
可能進一步嚴格地執行適用法例，並採納更為嚴謹之環保標準。環保方面之負債存在
著不少不確定因素，影響本集團估計各項修復措施最終費用之能力。這些不確定因素
包括：(i)各個工地，包括但不限於營運中、已關閉和已出售的礦場、選礦廠及冶煉廠所
發生污染的確切性質和程度；(ii)清理工作開展的程度；(iii)各種修復措施的成本；(iv)

環境修復規定的改變；及(v)確認新修復工地。由於可能污染程度未明及所需採取的補
救措施的確切時間和程度亦未明等因素，故無法釐定日後該等費用之金額。故此，依
據未來的環境保護法律規定可能導致的環保方面的負債結果無法在目前合理確定，但
有關負債可能十分重大。

21. 中期報告結算日後事項
於本期間完結日後，本公司建議進行股份合併，基準為每兩股每股面值0.04港元之已發行及
未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面值0.08港元之合併股份。股份合併須待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待股份合併生效，本公司建議透過公開發
售方式，藉發行3,319,236,603股發售股份籌集約325,290,000港元，基準為於記錄日期每持有
一股合併股份獲發一股發售股份。估計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312,000,000港元，將用
作償還部份可換股票據及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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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本期間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為24,42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3,236,000港
元），增加5.12%。營業額增加，主要是來自本集團在香港從事證券及債務買賣與
放債業務的庫務業務之貢獻所致。銷售電子零件所產生之營業額由二零一零年之
21,933,000港元減少25.06%至二零一一年之16,436,000港元，相當於本集團營業額之
67.29%。煤層氣（「煤層氣」）勘探及開採經營附屬公司（「煤層氣經營附屬公司」）及
庫務業務於二零一一年為本集團帶來收益1,38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303,000港
元）及6,6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無），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5.69%及27.02%。本
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毛利由二零一零年之3,823,000港元上升155.30%至9,760,000港
元。

本集團本期間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為38,22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溢利47,797,000

港元）。本集團之大部份虧損主要由於多個項目之會計處理方法所致，如產品分成
合同（「產品分成合同」）之攤銷65,65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2,737,000港元）、提
早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淨額89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無）、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表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58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16,000港元）、可換股票據內
含衍生工具之公平值收益為25,28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28,478,000港元）、可換
股票據之推算利息為6,92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7,411,000港元）、遞延稅項抵免
16,41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5,684,000港元）。上述二零一一年會計虧損合計淨
額為30,57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溢利64,246,000港元）。

董事局認為，上述會計溢利及虧損不會對本集團之現金流水平有實際負面影響。

為方便比較，若不包括上述會計溢利及虧損，則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來自持
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後之虧損分別為7,645,000港元及16,449,000港元。虧損大幅減少
53.52%主要是來自庫務業務的貢獻，特別是從毛利較高的放債業務。

本集團錄得本集團擁有人應佔虧損約3,66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溢利48,030,000港
元），而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0.05港仙（二零一
零年：每股盈利1.62港仙（經重列））。董事不建議派發本期間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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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285,40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49,958,000港元），而流動負債為53,98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04,985,000港元），現金及銀行結餘則為171,50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46,803,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
之比）約為528.71%（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8.59%）。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淨債項與總資本之比）約為30.57%（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9.84%）。淨債項計算為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總借貸減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總資本計算為權益（如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示）加淨債項。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本公司完成出售三峽燃氣（英屬維爾京群島）投資有限公司（連
同其附屬公司）之全部股權，現金代價人民幣50,000,000元，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
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刊發之通函。是項出售所得款項淨額約57,000,000港元，用作
本集團營運資金。在是項出售之後，一切對本集團有關該事宜之訴訟均全面和解
╱解除。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本金額為112,417,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獲可換股票據持有人
提供2,500,000港元折讓，以現金109,917,000港元提早贖回。

董事相信，上述提早贖回可換股票據及出售事項可改善本集團之資本負債及資金
流動性。

本集團將時刻檢討其財務資源，並將多方設法提升其財務實力。本集團相信擴大
股東基礎，將為本集團發展奠下穩固根基。

建議股份合併及公開發售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本公司建議進行股份合併，基準為每兩股每股面值0.04港元之
已發行及未發行現有股份合併為一股面值0.08港元之合併股份。股份合併須待於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取得股東之批准，方可作實。待股
份合併生效，本公司建議透過公開發售方式發行3,319,236,603股發售股份以籌集約
325,290,000港元，基準為於記錄日期（預期為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每持有一
股合併股份獲發一股發售股份。估計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將為約312,000,000港
元，並將用作償還部份可換股票據及作為本集團一般營資金。詳情載於本公司於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發表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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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本集團之承擔詳情載於附註19。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中國經營，絕大部分交易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結付，而現行
港元與美元掛鈎之制度在短期內極可能繼續，故外匯波動風險極低。

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會監察外匯風險，並於必要時考慮對
沖重大外幣風險。

或然負債

除附註20所披露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其他或然負債。

訴訟

本公司自二零一一年一月起曾於不同日子向香港一間律師行高蓋茨律師事務所（作
為託管代理，「託管代理」）存放合共85,000,000港元（「託管金額」），當中35,000,000

港元擬用作與一名潛在賣方商討一項未來投資項目之誠意金，及透過本公司一間附
屬公司之放債業務，將一筆25,000,000港元款項於一月墊付予一名貸方作為貸款，
該筆貸款議定以託管方式由託管代理持有，並將另一筆25,000,000港元款項於四月
亦墊付予一名貸方作為貸款，以託管方式由託管代理持有。

由於全部託管金額經已到期並須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支付予本公司，儘管
本公司多次要求高蓋茨律師事務所解除託管金額，惟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止仍未
收到有關託管金額。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初，本公司透過其律師向高蓋茨律師事務所
發出三項獨立的傳訊令狀，要求（其中包括）退還上述三筆款額（即託管金額），連
同利息及費用。於本公佈日期，索償通知書已經備案，而有關法律行動仍在繼續。

根據所取得之法律意見，董事認為，託管金額可以全數收回。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所知悉，本公司並無牽涉或面臨其他重大訴訟、仲裁或
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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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短期銀行存款3,161,000港元已抵押，作為本集團持續經
營業務所獲授銀行信貸之擔保。

中期報告結算日後事項

除附註21所披露外，本集團於中期報告結算日後並無其他呈報後事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57名僱員（其中香港31名及中國26名）。本集團
之僱員薪酬政策乃定期檢討並基於集團表現及僱員責任、資歷及表現釐定。薪酬
福利包括基本薪金、酌情花紅、醫療計劃、購股權、為香港僱員而設之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及為中國僱員而設之國家管理僱員退休金計劃。

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除附註7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其他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業務回顧

煤層氣（「煤層氣」）業務

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Canada Can-Elite Energy Limited（加拿大英發能源有限
公司）（「英發能源」）於安徽省經營煤層氣業務，其主要業務活動包括煤層氣之勘
探、開發及生產。根據中聯煤層氣有限責任公司（「中聯」）與英發能源所訂立之產
品分成合同（「產品分成合同」），英發能源可開採位於中國安徽省宿南地區總面積
約356.80平方公里（後擴大為567.843平方公里）範圍（「合約區」）內之煤層氣資源，
由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為期30年。中聯與英發能源之間的溢利分成比率為
30:70。

英發能源自二零零九年起在合約區內開展一項探井實驗，並已完成五口井。於二
零一零年底，英發能源聘用多名專家對實驗井進行多項實驗，並分析所收集數據，
以改善現有鑽井方法及勘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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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內，煤層氣務所貢獻收入約為1,38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303,000港
元）。錄得虧損49,969,000港元主要因為產品分成合同之攤銷65,656,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62,737,000港元）所致。

隨著煤層氣勘探進展及加大勘探技術研究的投資，預期上述區域將進入開發階段，
並將可於未來幾年取得回報。

庫務業務

庫務業務包括證券買賣及放債業務。

於本年度，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Magic Chance Investments Limited（「Magic 
Chance」）繼續於香港從事證券及債券買賣，以賺取短期至中期收益。於本期間內，
Magic Chance投資多項金融工具合共約25,828,000港元。於香港股票市場環境暢旺
時，預期本集團將投放更多資源於該業務上。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駿新信貸財務有限公司（「駿新信貸」）在香港進行放債業務。駿
新信貸在二零一零年底獲發香港放債人牌照。於本期間，駿新信貸賺取約6,600,000

港元收入。由於香港的金融市場成熟，預期貸款需求大幅增加。董事局相信放債業
務將為本集團帶來令人滿意的回報。

電子零件業務

本公司通過其非全資附屬公司昌維國際有限公司，經營為香港及東南亞地區之玩
具製造業設計及分銷「SONIX」品牌集成電路之業務。由於電子零件市場萎縮，電
子零件業務錄得收入減少5,497,000港元，由二零一零年21,933,000港元，減至二零
一一年的16,436,000港元。

展望

來年，本集團將進一步擴大投資發展煤層氣，以便在不久的將來把產品投入商業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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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能源局正編制的《煤層氣開發利用“十二五”規劃》，在未來五至十年，證
實煤層氣儲備將步入快速成長期。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對環保的要求日趨嚴格，因
此市場對潔淨能源的需求將迅速膨脹，預料對煤層氣等非傳統燃氣的需求將會高
速增長，發展煤層氣乃大有可為。燃氣價格可能向上調整亦有助提升本集團盈利
能力。

此外，中國政府一直正支持勘採及採用煤層氣，若干鼓勵現有煤礦企業勘探煤層
氣的政策經已出台，本年內亦有可能公佈稅務寬減及政府補貼等優惠措施。

當煤層氣業務投入商業營運時，董事局預期燃氣產品將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收入
及合理之投資回報。

雖然歐美主權債務危機及全球通脹環境為經濟增長增添不穩與不明朗因素，董事
局相信，香港身為亞洲及國際金融中心，自有本身的優勢，特別是受到中國中央政
府全面支持。本集團將繼續採取保守的方針發展庫務業務，將風險維持在偏低水
平。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管
守則」），惟以下主要偏離事項除外：

主席及行政總裁（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
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唐乃勤先生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由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因此構成於本期間偏離本守則條文第A.2.1條。

本公司正物色行政總裁之適當替補人選，惟董事局相信此過渡期間一人兼任主席
及行政總裁之職務可讓本集團擁有強勢貫徹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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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均並無指定任期，故就此而言已偏離守則條文
第A.4.1條。然而，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細則」），本公司超過三分之一之
董事（包括執行及非執行董事）須於每年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因此，本公
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不比企管守則所載者寬鬆。

委任、重選及撤換董事（偏離守則條文第A.4.2條）

委任、重選及撤換董事的程序及過程載於細則。董事局全體負責檢討董事局的組
成、監察董事的委任及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

根據細則，董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任何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的新
任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的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

根據公司細則，董事局主席及本公司董事總經理無須輪值告退，故就此而言構成
偏離守則條文第A.4.2條。由於主席須負責制定及實施對本公司業務穩定有重要作
用之本公司之策略，故董事局認為該差異屬可接受。

與股東的溝通（偏離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局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董事局主席唐乃勤先
生因其他公事並無出席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故就此而言，於本年度內已偏離守則條文第E.1.2條。根據細則，執行董事譚
德華先生獲選為股東週年大會主席。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該套行為守則完全符合上市規
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的條款及規定準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
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證
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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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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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管守則的相關守
則條文，審閱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包括陳子傑先生、陳炎波先生及王礫先生。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告已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依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審閱聘任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

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局藉此機會向各股東對本集團之支持及全體員工於本期間之貢獻
及勤奮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局命
駿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唐乃勤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鄭偉強先生、羅泰然先生、譚德華先生、唐乃
勤先生及曾靜雯女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陳子傑先生、陳炎波先生
及王礫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