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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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633）

第三季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財務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變動 
%

營業額 1,848,467 �,0��,��� ��.�%

銷售管道燃氣 1,418,241 ���,��� ��.�%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 278,944 ���,��� ��.�%

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124,316 ��,0�� ��.�%

毛利
（毛利率）

407,922
(22.1%)

���,���
(��.�%)

��.�%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 112,316 ��,��� ���.�%

每股盈利
 基本
 攤薄

4.51港仙
4.49港仙

0.��港仙
0.��港仙

��0.�%
���.�%

EBITDA 294,4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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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裕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
(i)投資、營運及管理城市天然氣管道基建設施以及向住宅、工業及商業用戶分銷管道燃
氣；(ii)建設及經營壓縮天然氣（「壓縮天然氣」）汽車加氣站；及(iii)煤層氣（「煤層氣」）之
勘探、開採及開發。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新呈列）    （重新呈列）

營業額 � 611,813  ���,��0  1,848,467  �,0��,���
銷售成本  (471,421 ) (���,��� ) (1,440,545 ) (���,��� )        

毛利  140,392  ��,���  407,922  ���,���
其他收益及虧損  34  �  2,588  ��
其他收入 � 3,664  �,��0  11,237  �,���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433 ) (�,��� ) (29,876 ) (��,��0 )
行政開支  (52,289 ) (��,��� ) (141,725 ) (���,��� )
以股份支付  –  (�,0�� ) –  (�,��0 )
融資成本 � (12,069 ) (�,��� ) (36,036 ) (��,��� )        

除稅前溢利  68,299  ��,��0  214,110  ��,���
所得稅開支 � (21,797 ) (��,��� ) (72,121 ) (��,0�� )        

期內溢利 � 46,502  ��,���  141,989  ��,���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11,819  (��� ) 151  ��,�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8,321  ��,���  142,140  ��,��0        

以下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2,305  ��,�0�  112,316  ��,���
 非控股權益  14,197  �,0��  29,673  ��,�00        

  46,502  ��,���  141,989  ��,���        

以下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4,032  �0,���  112,467  ��,���
 非控股權益  14,289  �,���  29,673  ��,���        

  58,321  ��,���  142,140  ��,��0        

每股盈利 �
 基本  1.28港仙  0.��港仙  4.51港仙  0.��港仙        

 攤薄  1.28港仙  0.��港仙  4.49港仙  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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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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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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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等報表乃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並與本集團業務有
關，而且由其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之會計期間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本期間及先前年度呈報之數額，並
無導致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斷定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對其經營業績及
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及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減折扣及相關稅
項。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管道燃氣 451,223  ���,���  1,418,241  ���,���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 113,209  ��,���  278,944  ���,���
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42,937  ��,�0�  124,316  ��,0��
銷售液化石油氣 3,734  �,��0  24,607  ��,���
銷售火爐及相關設備 710  �,���  2,359  �,���       

 611,813  ���,��0  1,848,467  �,0��,���
       



- � -

4. 業務及地區分部

業務分部

本集團之執行董事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彼等共同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策略性決策。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發展、建設及經營天然氣及煤層氣項目。本集團近乎所有可識別資
產皆位於中國。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匯報之資料集中在產品或服務
種類上。每類產品或服務皆由本集團內之獨立業務單位所管理，而各獨立業務單位皆獲獨
立評估。因此，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釐定之經營分部如下：

(a) 銷售管道燃氣

(b)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

(c) 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d) 銷售液化石油氣

(e) 銷售煤層氣

(f) 銷售火爐及相關設備

以下為回顧期間按呈報分部劃分本集團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有關上述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收益表

   燃氣  經營壓縮
 銷售  管道建設之  天然氣  銷售液化  銷售
 管道燃氣  接駁收益  加氣站  石油氣  煤層氣  其他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1,418,241  278,944  124,316  24,607  –  2,359  1,848,467
             

分部溢利（虧損） 99,670  157,520  22,853  221  (6,706 ) (487 ) 273,071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13,825
中央企業開支             (36,750 )
融資成本             (36,036 )             

除稅前溢利             214,110
所得稅開支             (72,121 )             

期內溢利             14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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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收益表

   燃氣  經營壓縮
 銷售  管道建設之  天然氣  銷售液化
 管道燃氣  接駁收益  加氣站  石油氣  銷售煤層氣  其他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  ���,���  ��,0��  ��,���  –  �,���  �,0��,���
             

分部溢利（虧損） ��,���  �0�,���  ��,���  ���  (�,0�� ) �0�  ���,0�0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0�
中央企業開支              (��,�0� )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溢利             ��,���
所得稅開支             (��,0�� )             

期內溢利             ��,���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3,328  �,���
政府補助金（附註） 5,343  ���
雜項收入 2,566  �,���   

 11,237  �,���
   

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本集團自相關中國政府取得有關推廣使
用天然氣的補助金�,���,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授予本集團的補助
金並無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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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利息 36,036  ��,���
股東貸款利息 –  �,���   

 36,036  ��,���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69,594  ��,���
股息預扣稅 6,423  �,���
遞延稅項 (3,896 ) (�,��� )   

 72,121  ��,0��
   

根據中國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
月一日起，於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

兩個期間的香港利得稅均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計算。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於兩個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於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獲豁免遵
守企業所得稅法，其後三年獲�0%寬免。根據現有法律，稅項優惠安排不會授予於二零零
七年三月十六日後註冊成立之所有新申請者。由於有權享有該等稅項優惠但尚未開始其首
個獲利年度之現有集團實體將可獲豁免遵守企業所得稅法兩年，而其後三年則獲�0%寬免
（不論其申報業績是否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故經考慮該等稅項優惠後，本集團已
就年內企業所得稅法計提撥備。有關位於焦作市及濟源市之附屬公司之稅項優惠安排已於
二零一一年到期，而於二零一二年本集團所有中國附屬公司並無享有稅率寬免。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非中國納稅居民自中國附屬公司賺取
之溢利的已宣派股息須繳納預扣稅。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中國稅
務機關對海外集團實體已派之股息所徵收的預扣稅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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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內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1,765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893  �,��0
 預付租金攤銷 2,433  �,�0�   

 折舊及攤銷總額 58,091  ��,���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32,305  ��,�0�  112,316  ��,���
       

 於九月三十日 於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523,008  �,���,00�  2,489,302  �,���,���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本公司已發行之購股權（附註） 2,121  ��,���  13,684  ��,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525,129  �,�0�,��0  2,502,986  �,��0,���
       

附註：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計及購股權具有攤薄影響之效應。



- � -

10.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派付或建議派付股息，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起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回顧期間內，所添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約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
港元）。

12. 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除本公佈「業務回顧」一節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並
無收購、出售或重大投資。

13. 儲備

   購股權  物業重估    法定盈餘    累積
 股份溢價  儲備  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虧損）溢利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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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結餘（經審核） ���,���  –  �,���  �,���  ��,���  ���,�0�  (��,��� ) ���,���               

期內溢利 –  –  –  –  –  –  ��,���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0�  –  ��,�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0�  ��,���  ��,���               

轉撥至法定盈餘儲備 –  –  –  –  �,���  –  (�,��� ) –
確認按股權結算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  �,��0  –  –  –  –  –  �,��0
發行股份 ���,���  –  –  –  –  –  –  ���,���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0��  –  –  –  –  –  –  �,0��
視為收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  (�,��� ) –  –  –  (�,��� )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0��  �,��0  �,���  �,0��  ��,��0  ���,���  (��,��� ) ���,���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816,047  19,143  1,128  1,049  42,462  182,975  1,655  1,064,459               

期內溢利 –  –  –  –  –  –  112,316  112,31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151  –  15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51  112,316  112,467               

轉撥至法定盈餘儲備 –  –  –  –  9,459  –  (9,459 ) –
確認按股權結算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74,441  (18,421 ) –  –  –  –  –  56,020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890,488  722  1,128  1,049  51,921  183,126  104,512  1,23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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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鄭州東信鋁業有限公司（「鄭州東信」，作為出讓方）與本公司之全
資附屬公司中裕（河南）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中裕（河南）」，作為受讓方）訂立股權轉讓協
議，據此，鄭州東信已同意向中裕（河南）轉讓其持有南京晶橋能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南
京晶橋」）之全部股權。

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完成後，中裕（河南）將持有南京晶橋之全部股權。

南京晶橋於二零一零年於中國南京成立為有限公司，主要於中國南京晶橋鎮從事天然氣儲
量及相關管道基建項目之建設業務。南京晶橋從中國南京地方當局獲得特許經營權，以在
中國南京晶橋鎮經營銷售及分銷天然氣及壓縮天然氣加氣站。為期�0年的特許經營權自二
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起獲授獨家經營。

晶橋鎮為中國江蘇省南京市主要工業城鎮，總面積及人口分別為��0平方公里及��,000人。
晶橋鎮工業發展迅速，綜合經濟實力不斷增長，有��0家工業企業，工業產值為��.�億元。

董事認為是項交易將提升本集團之盈利基礎及擴大地區覆蓋率。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鄭州東信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
第三方。

代價人民幣��0,000,000元（相當於約��0,000,000港元）乃由股權轉讓協議訂約雙方經參考南
京晶橋之資產淨值及其業務前景後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

人民幣�0,000,000元（相當於約��,000,000港元）乃由中裕（河南）於股權轉讓協議日期支付予
鄭州東信。餘額人民幣��0,000,000元（相當於約���,000,000港元）於是項交易完成之日起�0
日內支付。本集團有意將股權轉讓協議項下應付之代價由內部資源撥付。

由於是項交易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低於�%，故是項交易根據上市規則並不構成本公司之一
項須予披露交易，故並無就此刊發公佈。



- �0 -

轉板上市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已成功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轉往聯交所主板（「主板」）上市（「轉板上市」），新股份代號
為「����」。

轉板上市並無對股份之現有股票造成任何影響，有關股票將繼續為法定所有權之良好憑
證並可有效作買賣、交收及登記用途。轉板上市亦不會涉及任何轉換或交換現有股票之
事宜。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刊發之公佈所述，股份交易之每手買賣單位
已由�,000股股份更改為�,000股股份，並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生效。自二零一二年七月
十日（即新的每手買賣單位�,000股股份之生效日期）起，股份之新股票將以新的每手買賣
單位�,000股股份發行。除每手買賣單位更改外，概無於轉板上市後更改本公司之英文及
中文股份簡稱、現有股票及股份之交易貨幣以及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過戶分處。

董事會認為股份在主板上市將提升本集團之形象及增加股份之買賣流量。董事會認為，
轉板上市將有利於本集團未來成長及業務發展。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並無即時計劃在
轉板上市後變更本集團業務之性質。轉板上市並不涉及本公司發行任何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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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i)投資、營運及管理城市天然氣管道基建設施以及
向住宅、工業及商業用戶分銷管道燃氣；(ii)建設及經營壓縮天然氣汽車加氣站；及(iii)
煤層氣之勘探、開採及開發。

順流管道燃氣分銷

南京晶橋項目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鄭州東信（作為出讓方）與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裕（河南）（作
為受讓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鄭州東信已同意向中裕（河南）轉讓其持有南京晶橋
之全部股權。

南京晶橋於二零一零年於中國南京成立為有限公司，主要於中國南京晶橋鎮從事天然氣
儲量及相關管道基建項目之建設業務。南京晶橋從中國南京地方當局獲得特許經營權，
以在中國南京晶橋鎮經營銷售及分銷天然氣及壓縮天然氣加氣站。為期�0年的特許經營
權自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起獲授獨家經營。

董事認為是項交易將提升本集團之盈利基礎及擴大地區覆蓋率。交易詳情披露於本公佈
「報告期後事項」一節。

武夷山項目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之二零一一年年報，本公司於當中提及，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四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裕（河南）與鄭州大田投資有限公司
（「鄭州大田」）、葉建斌（「葉建斌」）及卓雲震（「卓雲震」）就中裕（河南）擬向武夷山市中閩
天然氣有限公司（「武夷山中閩」）之註冊資本注資訂立協議（「注資協議」）。緊隨注資協議
完成後，武夷山中閩成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武夷山中閩就獲取武夷山市人
民政府授出之獨家權利進行競標，以於武夷山市參與建設及經營管道天然氣項目。武夷
山中閩已獲地方政府批准為合資格參與者。於本公佈日期，當地政府正開展整體城市及
城市燃氣規劃。於上述規劃完成後，武夷山中閩計劃就二零一三年項目向地方政府遞交
投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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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氣東輸管道二期項目

西氣東輸管道二期之主要管道經已竣工，且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開始供應燃氣。因此，
本集團位於下文所述城市之項目之管道燃氣供應已大大提升，並有助本集團接駁更多終
端用戶，以提高本集團之營業額，從而改善其盈利基礎。

西氣東輸管道二期已分別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及二零一一年九月開始向三門峽市及漯河市
供應管道天然氣，向三門峽市及漯河市之管道燃氣銷售大大提升。

西氣東輸管道二期向偃師市接駁及供應燃氣之輔助管道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底竣工並投
入使用。此外，為配合上游接駁，我們預期西氣東輸管道二期向新密市接駁及供應管道
天然氣之輔助管道將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竣工並開始供應管道天然氣。董事相信，投入
使用後，向偃師市及新密市之管道天然氣銷售將大大提升。

價格調整聯動機制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接獲河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出的《關於河南省
管道天然氣價格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據此，將建立民用天然氣上游價格及售價間
的價格調整聯動機制（「價格調整聯動機制」）。因此，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位於焦作市、
漯河市及濟源市之附屬公司之住宅用戶所用天然氣之售價有所增長。

主要經營數據

本集團之順流天然氣分銷業務主要包括銷售管道燃氣、燃氣管道建設及銷售壓縮天然氣
汽車加氣站之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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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主要營運數據，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未經審核）
     增加╱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減少）

獨家燃氣項目數目（附註a） 15  ��  –
 －河南省 12  ��  –
 －山東省 3  �  –

可接駁城市人口（’000人）（附註b） 4,308  �,���  ��.�%

可接駁住宅用戶（’000戶） 1,231  ���  ��.�%

期內新增管道燃氣接駁數目
 －住宅用戶 69,890  ��,�0�  �0.�%
 －工業客戶 49  ��  ��.�%
 －商業客戶 298  ���  ��.�%

已接駁管道燃氣客戶累積數目
 －住宅用戶 602,127  ���,���  ��.�%
 －工業客戶 394  �0�  ��.�%
 －商業客戶 2,082  �,���  ��.�%

住宅管道接駁之滲透率（附註c） 49%  ��%  –

管道天然氣銷售單位（’000立方米） 495,881  ���,���  ��.�%
 －住宅用戶 53,663  ��,���  ��.�%
 －工業客戶 392,729  ���,���  ���.�%
 －商業客戶 37,363  ��,���  ��.�%
 －批發客戶 12,125  �,�0�  ��.�%

每名客戶之管道天然氣
 使用量（立方米）
 －住宅用戶 99  ��  ��.�%
 －工業客戶 1,118,886  ���,0�0  ��.�%
 －商業客戶 20,002  ��,0��  �0.�%

管道混合燃氣銷售單位（’000立方米） 30,359  ��,���  �.�%

管道煤氣銷售單位（’000立方米） 50,930  ��,0��  (��.�% )

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數目
 －累積 9  �  –
 －在建 11  �  �

汽車天然氣銷售單位（’000立方米） 29,473  ��,���  ��.�%

每一站之天然氣使用量（’000立方米） 3,275  �,0��  �0�.�%

瓶裝液化石油氣銷售單位（噸） 3,209  �,���  (��.0% )

現有中輸及主幹管道總長度（公里） 2,3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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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a：  獨家燃氣項目數目指有關地方當局就銷售及分銷管道燃氣向本集團授出獨家權之各項
合約。

附註b：  該資料援引自中國政府網站。可接駁城市人口之增加乃由於城市市區及管轄區域擴大
所致。

附註c：  住宅管道接駁之滲透率指本集團住宅用戶累積數目佔估計可接駁住宅用戶總數之百分
比。

逆流煤層氣勘探

為確保本集團位於中國河南省之順流燃氣項目可獲得充足及具成本效益之燃氣供應，以
及提高本集團之盈利能力，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進軍中國逆流煤層氣供應市場。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取得八個煤柱，分別位於中國河南省焦作、鄭州、
平頂山（包括禹州及汝州）、鶴壁、義馬及永夏市，以勘探、開採、開發及生產煤層氣。

至於本集團之逆流業務，於河南省之煤層氣勘探運作順利。運作中井的降水及排氣程序
由專業人士監察及評估。本集團將持續向投資者公佈勘探最新進展。

財務回顧

整體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業績主要由業務內部增長帶動。由於自二
零一一年下半年起燃氣供應增加，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飆升至�,���,���,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達���,���,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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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營業額，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之分析載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佔總額之    佔總額之  增加╱
 二零一二年  百分比  二零一一年  百分比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管道燃氣 1,418,241  76.8%  ���,���  �0.�%  ��.�%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 278,944  15.1%  ���,���  ��.�%  ��.�%
 －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124,316  6.7%  ��,0��  �.0%  ��.�%
 －銷售液化石油氣 24,607  1.3%  ��,���  �.�%  (��.�% )
 －銷售火爐及相關設備 2,359  0.1%  �,���  0.�%  (��.�% )         

 1,848,467  100%  �,0��,���  �00%  ��.�%         

回顧期間之營業額約為�,���,���,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0��,���,000港元增長��.�%。
營業額大幅增長主要由於銷售管道燃氣及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大幅增長以及經營壓
縮天然氣加氣站所致。

銷售管道燃氣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管道燃氣銷售額約為�,���,���,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增長約��.�%。

管道燃氣總銷量之將近��%來自提供天然氣。銷售管道燃氣迅速增長主要由於燃氣銷量
由���,���,000立方米增加��.�%至���,���,000立方米所致。有關西氣東輸管道二期及中
國河南省三門峽市之天然氣管道接駁建設經已竣工，且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開始自西氣
東輸管道二期向三門峽市供應管道天然氣。因此，本集團位於三門峽市之管道燃氣供應
工程將大大提升，並將有助本集團接駁更多工業用戶，以提高本集團之營業額，從而改
善其盈利基礎。工業用戶氣體消耗量增長帶動燃氣銷售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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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向其住宅用戶提供之每名客戶之管道天然氣使用量約為��立方米（二
零一一年：��立方米）；向其工業客戶提供約�,���,���立方米（二零一一年：���,0�0立方
米）；向其商業客戶提供約�0,00�立方米（二零一一年：��,0��立方米）。

住宅用戶天然氣售價較去年同期增加��.�%，帶動期內銷售上升。此外， 本集團位於焦作
市及濟源市之附屬公司之工業及商業用戶天然氣售價於二零一一年底增加，導致工業及
商業用戶天然氣銷售增加。

於回顧期間之管道燃氣銷售約佔本集團總營業額��.�%。與去年同期約�0.�%之百分比相
比，管道燃氣銷售繼續為本集團營業額之主要來源。

燃氣管道建設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約為���,���,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約��.�%。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增加主要由於為住宅用戶完成接駁燃
氣管道之建設工程由��,�0�宗增至��,��0宗所致。隨著西氣東輸管道二期於二零一一年七
月投入運營，本集團位於三門峽市及漯河市項目之管道燃氣供應大大提升，並將有助本
集團接駁更多終端用戶。工業及商業客戶之平均接駁費按個別情況決定，平均接駁費於
回顧期間內上升��.�%，並因此推動銷售額。

於回顧期間，住宅用戶之平均接駁費用為人民幣�,���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0元），
金額較去年同期略微增加。而本集團向工業╱商業客戶收取之接駁費則遠較向住宅用戶
收取之金額為高，且按個別情況決定。

於回顧期間，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與去年同期約��.�%
之百分比相比，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繼續為本集團營業額之主要來源之一。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住宅管道接駁之滲透率達��%（二零一一年：��%，
即本集團住宅用戶累積數目佔估計可接駁住宅用戶總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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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收益約為���,���,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該項增加主要由於漯河市之一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於二零
一一年五月投入運營，令漯河市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0.�%所致。於截至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每一站之天然氣使用量由去年同期約�,0��,000立方米增加�0�.�%
至約�,���,000立方米。此外，南京市之售價增加亦致使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收益 
增加。

於回顧期間，源自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營業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本集團壓
縮天然氣加氣站數目為九個，與去年同期相同。

此外，本集團已著手於中國建設額外十一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預計四個新壓縮天然氣
加氣站將於二零一二年底投入營運。餘下新壓縮天然氣加氣站預期將於二零一三年投入
營運。

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整體毛利率約為��.�%（二零一一年：��.�%）。價
格調整聯動機制促使本集團將燃氣採購成本轉嫁予住宅客戶，導致面向住宅客戶銷售燃
氣之利潤率上升，從而帶動整體毛利率上升。利潤率較高之工業及商業用戶管道燃氣銷
售比例上升，導致毛利率有所改善。此外， 本集團位於濟源市之附屬公司之工業及商業
用戶天然氣售價，以及本集團位於焦作市之附屬公司之商業用戶天然氣售價於二零一一
年底增加，因此，工業及商業用戶天然氣銷售之毛利率微升。

此外，毛利率上升主要由於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之毛利率較去年同期增加�.�%所
致。有關毛利率之增幅主要由住宅及商業客戶之平均接駁費增加所帶動。整體毛利率相
對穩定，乃由於該增長利潤被來自管道燃氣銷售（利潤率通常相對較低）之營業額比例增
加所抵銷所致。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銷售管道燃氣總營業額增加至約��.�%（二零一一
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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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其他收入由去年同期約�,���,000港元增加至約
��,���,000港元。該款項主要為銀行利息收入約�,���,000港元、政府補助金約�,���,000
港元及雜項收入約�,���,000港元。該大幅增加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之政府補助金增加至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所致。有關政府補
助金乃用於推廣使用天然氣。授予本集團的補助金並無附帶條件。

經營開支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經營開支（包括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開支）由
去年同期約���,�0�,000港元增長��.�%至約���,�0�,000港元。經營開支增加主要因為二
零一一年下半年薪酬增加導致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僱員薪酬成本增加
至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0港元）。此外，業務發展所需之設備添置使
折舊成本由去年同期約��,��0,000港元上升�0.�%至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約��,�0�,000港元。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授出之購股權錄得以股
份支付之款項開支�,��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股東於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購股權」）以
認購合共本公司���,000,000股普通股。已授出購股權之行使價為每股0.��0港元。已授出
購股權由授出日期起計十年內有效。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授出
新購股權，故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錄得有關開支。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融資成本由去年同期約��,���,000港元增加��.�%
至約��,0��,000港元。於回顧期間內，銀行借款利息由去年同期��,���,000港元增加
��.�%至約��,0��,000港元。此項增加主要由於平均銀行借款增加及新增在建工程減少導
致在建工程撥充資本之款項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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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两個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
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於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獲豁免
繳交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獲�0%寬免。根據現有中國法律，稅項優惠安排將不會
授予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後註冊成立之所有新申請者。有權享有該等稅項優惠但尚
未開始首個獲利年度之現有集團實體獲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兩年，而其後三年則獲�0%
寬免（不論其申報業績是否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故經考慮該等稅項優惠後，本
集團已就年內中國企業所得稅計提撥備。有關位於焦作市及濟源市之附屬公司之稅項優
惠安排已於二零一一年到期，而於二零一二年本集團所有中國附屬公司並無享有稅率寬
免。

因此，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所得稅開支約為��,���,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0��,000港元）。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非中國納稅居民自中國附屬公司賺
取之溢利的已宣派股息須繳納預扣稅。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中
國稅務機關對海外集團實體已派之股息所徵收的預扣稅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000港元）。

擁有人應佔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約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

每股盈利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為
�.��港仙及�.��港仙，而去年同期則分別為0.��港仙及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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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EBITDA」）（不包括其他收入及收益及虧損）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EBITDA（不包括其他收入及收益及虧
損）自去年同期約���,���,000港元增加���.�%至約���,���,000港元。

前景

由於內地有利的營商環境及中國持續城市化過程所導致對管道燃氣消費需求的增長，預
期中國的天然氣市場將穩步增長，本集團對其未來前景充滿信心。於未來，本集團將擴
展其順流天然氣分銷業務，並集中於高利潤之商業及工業用戶以及燃氣加氣站，以進一
步提升其於營運之九個城市之滲透率。

除上述策略外，本集團現正謹慎尋找合適之投資機會。憑藉本集團穩健之財務狀況，以
及順流項目所產生之穩定現金流入，本集團相信可審慎地增加本集團之市場滲透率。同
時，本集團亦將致力透過與業內具規模前景之同業合作以提升營運效率。本集團相信，
中裕燃氣已作好準備，迎接全球經濟環境帶來的挑戰及擴大股東回報。

權益披露

(a) 董事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及其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
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
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c)根據上市
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規定而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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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佔已發行
  股份及╱或  股本概約
董事姓名 附註  相關股份性質 權益類別 百分比
    （附註�）

王文亮先生 � ���,���,��� 實益權益及  ��.��%
    控制企業權益
許永軒先生 � �,000,000 實益權益 0.0�%
呂小強先生 � �,000,000 實益權益 0.��%
魯肇衡先生 � �,000,000 實益權益 0.��%
李春彥先生 � �,000,000 實益權益 0.0�%
羅永泰先生 � �,000,000 實益權益 0.0�%
孔敬權先生 � �,000,000 實益權益 0.0�%

附註：

�. 在該等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中，���,���,���股股份由和眾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和眾」）
持有。王文亮先生於和眾之已發行股本中實益擁有全部權益。餘下��,���,000股股份
由王文亮先生直接持有。

�. 該等相關股份乃於按行使價每股0.��港元行使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採納
之購股權計劃項下購股權所附權利時配發及發行。

�. 有關股份由該董事直接持有。

�.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為�,���,00�,���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
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
(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及淡
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iii)根據標準守則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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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主要股東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以下實體（並非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擁
有或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第�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
披露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本公司
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權益
股東名稱 附註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附註�）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 控制企業權益 �,���,���,��� ��.0�%
Rich Lege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 實益權益 �,���,���,��� ��.0�%
和眾 � 實益權益 ���,���,��� ��.��%

附註：

�. 根據聯交所網站所示權益披露之網頁，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持有Rich Legend 
International Limited（「Rich Legend」）之�00%股權，因此被視作於Rich Legend持有之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除聯交所網站內權益披露網頁所確定之資料外，本
公司概無其他資料。

�. 和眾實益擁有���,���,���股股份。王文亮先生於和眾之已發行股本中實益擁有全部權
益。

�.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為�,���,00�,���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董事
及本公司行政總裁除外）擁有或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之
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條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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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權益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基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
日轉板上市公佈所述之原因，董事會認為，就本集團於中國之現有管道燃氣項目而言，
鑒於中國天然氣行業之性質，本集團與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並不構成競爭。然而，就
於中國建設及經營加氣站而言，本集團與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日後在本業務分類可能
存在競爭，視乎本集團在中國之營運及業務方針及擴展而定。

除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之轉板上市公佈所述外及如上文所述，於回顧
期間內，概無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
則）於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業務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企業管治守則

自轉板上市起，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
則條文。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所
載企業管治守則（轉板上市後）及企業管治守則（本公司在創業板上市期間）之所有適用守
則條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各自獨立，不應由同
一人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分工須清晰訂明並以書面形式列載。

本公司主席王文亮先生，而聯席董事總經理（與行政總裁之角色及職責類似）則由王文亮
先生及呂小強先生擔任。因此，王文亮先生兼任主席及聯席董事總經理雙重職位，可能
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條。

王文亮先生自於聯交所上市起已為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董事會認為，採納單一領導
結構符合本集團之最佳利益，可避免決策程序受到不必要阻礙，亦保證本集團有效及時
地應對商机。

王文亮先生為本公司最大股東之一，被視為於本公佈日期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約
��.��%權益。彼負責本集團的整體戰略決策，在本集團開展業務方面起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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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審閱主席兼聯席董事總經理王文亮先生作出之重大決策，亦相信，委任呂小強先
生為其他聯席董事總經理亦有助於確保權責平衡，因此不會導致權力集中於任何一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自轉板上市起，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於回顧期間，本公司確認，董事
遵守所要求之準則，而本公司及董事須對照有關準則衡量彼等有關創業板上市規則第�章
所載本公司證券交易之行為（本公司在創業板上市期間）。

審核委員會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春彥先生、羅永泰教授及孔敬權先生組成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經
與本公司之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任何股份。

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站刊發資料

季度報告的印刷版本將不會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但季度報告及本公佈的電子版本將分別
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網站www.hkex.com.hk「最新上市公司
資料」及本公司網站www.zygas.com.cn「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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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文亮先生（主席兼聯席董事總經理）、呂小強
先生（聯席董事總經理兼財務總監）及魯肇衡先生；非執行董事許永軒先生（副主席）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春彥先生、羅永泰教授及孔敬權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裕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董事總經理

呂小強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