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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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etroAsian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50）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摘要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變動

收益 682,796 195,725 +249%
LBITDA1 (17,699) (78,496) -77%
LBIT1 (26,059) (87,722) -7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未計確認就物業
 投資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減值損失
 及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7,351) (63,656) -88%
未計確認就物業投資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之減值損失及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21,747) (22,294) -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29,098) (85,950) -66%
  

每股虧損（港仙） (0.70) (2.08) -66%

每股經常性虧損 2（港仙） (0.17) (1.54) -89%

註1:  未扣除融資收益及融資成本、所得稅開支、折舊、耗損及攤銷前虧損總額（「LBITDA」）及未扣除融資收
入及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前虧損總額（「LBIT」）分別包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之LBITDA及LBIT。

註2:  每股經常性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扣除確認物業投資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及以股份支付之款
項減值損失計算。

– 收益增加249%至港幣682,796,000元。
– LBITDA及LBIT未扣除確認就物業投資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減值損失及以

股份支付之款項前，分別改善77%及70%。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未計確認就物業投資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及以股份支

付之款項減值損失及每股經常性虧損分別改善88%及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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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
同最近相對的財務期間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列示）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6 682,796 195,725
其他收入  585 2,973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7 17,142 (34,710)
購買、加工及相關開支  (666,403) (174,882)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 8 (13,531) (15,337)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8 (14,400) (22,294)
折舊、耗損及攤銷 8 (8,360) (9,226)
其他經營開支  (27,336) (28,285)
   

經營虧損 8 (29,507) (86,036)
融資收益  62 44
融資成本  (1,076) (693)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3,448 (1,686)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27,073) (88,371)
所得稅開支 9 (1) (22)
   

本期內虧損  (27,074) (88,393)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9,098) (85,950)
 非控制性權益  2,024 (2,443)
   

  (27,074) (88,393)
   

每股虧損（港仙） 10
 基本  (0.70) (2.08)
 攤薄  (0.70) (2.08)
   

股息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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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列示）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內虧損 (27,074) (88,393)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078) 8,177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9,453 (1,122)
   

 5,375 7,055
   
   

本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1,699) (81,338)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3,724) (79,023)

 非控制性權益 2,025 (2,315)
   

 (21,699) (8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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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以港幣列示）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6,723 137,22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206 3,180
投資物業  25,145 41,815
商譽  16,457 16,457
其他無形資產  236,929 239,82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8,771 110,08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700 40,978
可供出售投資  70,644 6,432
   

  578,575 595,992
   

流動資產
存貨  31,534 15,161
貿易應收款項 12 74,146 70,44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5,707 124,865
持作買賣投資  555 2,988
衍生金融資產  257 256
可收回稅項  662 91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7,355 77,505
   

  290,216 292,132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62,757 41,573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62,433 84,797
衍生金融負債  5,472 5,406
應付稅項  – 646
銀行借貸 14 43,552 53,826
   

  174,214 186,248
   
   

流動資產淨值  116,002 105,88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94,577 7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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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41,299 41,299

儲備  644,991 654,3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  686,290 695,614

非控制性權益  4,395 2,370
   

權益總額  690,685 697,98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892 3,892
   

權益及非流動負債總額  694,577 7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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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分別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及香港九龍尖
沙咀海港城港威大廈6座3601室。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開採及銷售原油、銷售化工產品、商
品貿易、物業投資及提供油漆服務。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除另有指明外，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以港幣（「港幣」）呈列。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獲批准於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佈。

2. 編制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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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號「中期財務報
告」而編制。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制之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中所述
的保持一致。

(a) 採納對準則之修訂之影響

於報告期內採用下列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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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發但尚未生效且尚未提早採納之新訂準則、
對現有準則的修訂及詮釋：

  於以下日期或
  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僱員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抵銷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抵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詮釋第20號  剝採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第9號修訂本  第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 

  及過渡性披露

董事會預期採用該等新訂準則、對現有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
況並無重大影響。

(c) 更改功能貨幣

本集團旗下各實體的財務資料所列項目均以該實體經營所在的主要經濟環境的貨幣計
量（「功能貨幣」）。

於以前年度，董事會以人民幣（「人民幣」）為本公司功能貨幣。自二零一二年三月，本
集團已開始一項新的石油產品貿易業務，其中銷售價格主要以美元（「美元」）列值。於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本期間內，石油產品貿易業務顯著增長。因此，董事會重新
評估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由於美元已成為主要影響本集團重要實體營運之貨幣，故考
慮從本期間內，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由人民幣轉換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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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功能貨幣的更改乃按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動之影響」由更改日期後開始
應用。於更改功能貨幣當日，所有資產、負債、已發行股本及其他權益部分及收益表
項目均按當日匯率換算為美元。

更改功能貨幣對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財務狀況，以及截至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及現金流動均沒有帶來重大影響。

4. 估計
編制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需對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以及資產和負債、收入和支
出的呈報金額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

於編制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在採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估計不確定性主要來源所
作之重大判斷，與採用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相同。

5. 財務風險管理
(a)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的業務活動面對市場風險（包括外幣風險、利率風險及價格風險）、信貸風險及
流動資金風險等多種財務風險。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要求之所
有財務風險管理信息及披露，並需要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
務報表一併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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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流動資金風險

下表詳列本集團之非衍生金融負債的剩餘合約到期情況。該表乃根據本集團可能被要
求支付的最早日期金融負債的未折現現金流量計算。

此外，下表詳列本集團衍生金融工具之流動性分析。該表乃根據以淨額基準結算的衍
生工具未折現合約現金流出淨額計算。

 加權     未折現現金
 平均利率 於1年內 1-2年 2-5年 5年以上 流量總額 賬面值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62,757 – – – 62,757 62,757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62,433 – – – 62,433 62,433

銀行借貸 3.38 37,345 7,678 – – 45,023 43,552

衍生工具－淨額結算
 利率掉期  2,696 2,057 744 – 5,497 5,374

 外幣遠期合約  102 – – – 102 98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41,573 – – – 41,573 41,573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84,797 – – – 84,797 84,797

銀行借貸 2.76 35,071 20,241 – – 55,312 53,826

衍生工具－淨額結算
 利率掉期  2,708 1,377 1,413 – 5,498 5,308

 外幣遠期合約  57 43 – –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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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

下表按估值法分析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工具。不同級別之定義如下：

• 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第一級）。

• 除第一級所包括之報價外，資產或負債之可觀察輸入數據，可為直接（即價格）或
間接（即源自價格）之數據（第二級）。

• 資產或負債並非依據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輸入數據（即非可觀察輸入數據）（第三
級）。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合計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供出售投資 67,329 3,315 – 70,644 – 3,117 – 3,11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持作買賣之投資 555 – – 555 2,988 – – 2,988

 衍生金融資產 – 257 – 257 – 256 – 256
        

 555 257 – 812 2,988 256 – 3,24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衍生金融負債 – 5,472 – 5,472 – 5,406 – 5,406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第一級及第二級之間並無轉換。

6. 收益及分類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被視作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

本集團之經營分類乃基於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提供之資料，有關經營
分類如下：

• 製造及銷售油漆、混合溶劑及塑料著色劑（「化工產品」）；

• 勘探及銷售原油（「原油」）；

• 買賣商品產品（「商品貿易」）；

• 提供油漆服務（「服務合約」）；

• 租賃及買賣投資物業（「物業投資」）。

服務合約及物業投資因未達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就可呈報分類所規定之量
化最低要求，故其財務資料計入「其他」分類，而相應比較數字經已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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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虧損╱溢利指各分類在並無分配屬非
經常性質且與本集團之經營表現無關之收入或開支（包括融資收益、中央行政費用、董事酬
金、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持作買賣投資及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以及融資成本）之情
況下，所錄得之虧損或賺取之溢利。

分類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價計算。

就監察分類表現及於分類間分配資源而言，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類（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可供出售投資、持作買賣投資、衍生金融資產、可收回稅項、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其他公
司資產除外）。

主要營運決策者亦審閱本集團之除融資收入及成本淨額、所得稅開支、折舊、耗損及攤銷、未
分配其他收入減開支及非控股權益前盈利╱虧損（「EBITDA」或「LBITDA」）。因此，EBITDA

或LBITDA亦予以呈列。

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類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化工產品 原油 商品貿易 其他 分類合計 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對外 99,522 8,929 569,453 4,892 682,796 – 682,796
 分類間 2,050 – – – 2,050 (2,050) –
       

合計 101,572 8,929 569,453 4,892 684,846 (2,050) 682,796
       

分類EBITDA/(LBITDA) 14,937 (382) (3,000) 3,205 14,760 – 14,760
分類折舊、耗損及攤銷 (1,714) (4,740) (182) (1,229) (7,865) – (7,865)
       

分類業績 13,223 (5,122) (3,182) 1,976 6,895 – 6,895
      

未分配其他收入       291
未分配開支       (36,693)
融資收益       62
融資成本       (1,076)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448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2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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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化工產品 原油 商品貿易 其他 分類合計 撇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分類收益
 對外 138,079 15,221 41,334 1,091 195,725 – 195,725

 分類間 5,026 – – – 5,026 (5,026) –
       

合計 143,105 15,221 41,334 1,091 200,751 (5,026) 195,725
       

分類EBITDA/(LBITDA) 2,710 743 (4,180) (1,744) (2,471) – (2,471)

分類折舊、耗損及攤銷 (1,087) (5,684) (113) (69) (6,953) – (6,953)
       

分類業績 1,623 (4,941) (4,293) (1,813) (9,424) – (9,424)
      

未分配其他收入       –

未分配開支       (76,612)

融資收益       44

融資成本       (693)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686)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88,371)
       

本集團按可呈報經營分類劃分之資產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化工產品 82,431 129,629

 原油 370,460 351,192

 商品貿易 93,478 93,388

 其他 64,885 79,241
  

分類資產總值 611,254 653,450

未分配 257,537 234,674
  

總資產 868,791 88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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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匯兌虧損淨額 (155) (533)

就投資物業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7,347) –

其他應收款項之撇銷 (92) –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3,498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附註17） 13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業╱（虧損） 5,224 (2,276)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收益╱（虧損） 292 (17,941)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虧損 (660) (13,960)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7) –

其他應付款項豁免，淨額 16,258 –
  

 17,142 (34,710)
  

8. 經營虧損
於達致經營虧損時扣除之項目包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3,376 15,059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155 278
  

 13,531 15,337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14,400 22,294
  

 27,931 37,631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93 51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8 55

投資物業折舊 359 59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損耗 7,580 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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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本期 1 22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概無就
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香港稅務局（「香港稅務局」）就截至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即一九九六╱九七至二零零四╱零五課稅年度），向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
（包括載列於附註17於期間出售之附屬公司）合共發出保障性利得稅評稅約港幣17,881,000元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7,881,000元）。於過往年度，本集團已支付及確認香港利
得稅約港幣6,332,000元，並就保障性評稅向香港稅務局提出反對。

有待反對之結果，香港稅務局同意完全緩繳爭議中稅款港幣11,549,000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港幣11,549,000元），惟須就一九九六╱九七至二零零四╱零五各課稅年度購買等
值之儲稅券（「儲稅券」）。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香港稅務局進一步就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即二
零零五╱零六課稅年度）發出保障性利得稅評稅約港幣4,197,000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就該保障性評稅向香港稅務局提出反對，香港稅務局同意有條件地緩
繳爭議中之稅款，要求本集團無條件購買金額分別為港幣105,000元及港幣4,092,000元之儲稅
券。

該等儲稅券在流動資產中均列作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董事會認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相關實體公司於截至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產生之溢利之50%應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而自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餘下
爭議中之附屬公司並無於香港開展任何業務，亦無產生任何溢利並因此毋須繳納香港利得
稅。此外，本公司榮譽主席潘森先生已承諾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上市前就潛在風險提供彌
償保證。董事會於徵求本集團稅務代表之意見後相信，本集團毋須就該等年度或任何其他年
度支付香港利得稅，故毋須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董事會亦正考慮各種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
之方法，以解決與香港稅務局之爭議。

根據相關中國所得稅法例及法規，適用於本集團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率
主要為25%（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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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內虧損除以本報告期間已發行
股份的加權平均數來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內虧損（港幣千元） (29,098) (85,950)

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4,129,952 4,129,947
  

每股虧損（港仙） (0.70) (2.08)
  

於財務狀況表日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對每股基本虧損並無攤薄影響。

1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12. 貿易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 70,671 65,566

應收票據 3,475 4,877
  

 74,146 70,443
  

本集團設有控制信貸政策及給予其符合信用評估之貿易客戶30至90日的平均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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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發票日期之應收賬款在財務狀況表日扣除減值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足一個月 55,230 45,779

一個月至三個月 8,683 6,087

超過三個月但不足一年 6,758 13,145

超過一年 – 555
  

 70,671 65,566
  

根據票據日期之應收票據在財務狀況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足一個月 2,300 3,274

一個月至三個月 1,175 371

超過三個月但不足一年 – 1,232
  

 3,475 4,877
  

13. 貿易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35,638 12,725

應付票據 27,119 28,848
  

 62,757 4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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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發票日期之應付貿易賬款在財務狀況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足一個月 31,867 1,540

一個月至三個月 3,527 458

超過三個月但不足一年 166 10,649

超過一年 78 78
  

 35,638 12,725
  

根據票據日期之應付票據在財務狀況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不足一個月 10,223 9,617

一個月至三個月 16,896 19,231
  

 27,119 28,848
  

14. 銀行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有抵押銀行貸款 31,955 44,226

有抵押銀行透支 11,597 9,600
  

償還賬面值 43,552 5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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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股份數目 每一港幣0.01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 已發行及繳足 法定股本 已發行及繳足
 千股 千股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8,000,000 4,129,947 80,000 41,299

行使認股權證 – 5 – –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8,000,000 4,129,952 80,000 41,299
    

16.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本公司有一項提供予本集團合資格董事及僱員之購股權計劃以及向本集團榮譽主席發行認股
權證。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授出購股權及尚未行使之認股
權證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或認股權證股份數目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名稱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購股權

榮譽主席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至 港幣0.198元 200,000,000 –
 五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註(a)）

執行董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三日至 港幣0.251元 100,000 100,000
  八月十三日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至 港幣0.206元 – 216,000
  四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至 港幣0.198元 7,600,000 7,600,000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至 港幣0.198元 11,400,000 11,400,000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高級管理層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至 港幣0.198元 6,800,000 6,800,000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僱員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至 港幣0.198元 41,500,000 42,000,000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267,400,000 68,1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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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或認股權證股份數目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名稱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認股權證

榮譽主席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至 港幣1.350元 250,000,000 250,000,000
  六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至 港幣0.450元 200,000,000 200,000,000
  六月三日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450,000,000 450,000,000
     

    717,400,000 518,116,000
     

附註：

(a)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一項普通決議案，批准
授出行使價為港幣0.198元（於授出日期之股價為港幣0.184元）之購股權200,000,000股予
潘森先生（本公司之榮譽主席、董事及股東）。該等購股權之行使期為二零一二年七月
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b) 期間並無任何購股權被行使。

本集團確認有關授予本公司榮譽主席之購股權的以股份支付的開支淨額合共港幣14,400,000

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22,29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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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出售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完成買賣協議，出售Huge Power Group 

Limited連同其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永成化工有限公司（統稱「HP集團」）其100%之所有股權，
現金代價為港幣13,800,000元。HP集團於本期內並無任何收益或業績貢獻予本集團。

於出售日期，HP集團的淨資產如下：

 HP集團
 港幣千元

凈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65
 －物業投資 10,00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604
 

 13,669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附註7） 131
 

總代價 13,800
 

支付方式：
 －現金 13,800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已收現金代價 6,900
 

於財務狀況表日，港幣6,900,000元之未結算現金代價包括在流動資產之「預付款項、按金及
其他應收款項」內。

18. 資本承擔
本集團就項目投資、在建物業及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而作出的資本開支承擔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簽約但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46,251 39,378

 －在建工程 – –
  

 46,251 3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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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關連人士交易－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所有主要管理人員均為本公司的董事及主要管理層的其他成員。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薪
酬，乃由薪酬委員會考慮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後釐定。主要管理層人員於報告期內之報酬如
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5,504 5,788

離職後福利 42 42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14,400 22,294
  

 19,946 28,124
  

20. 資產抵押
於財務狀況表日，本集團已抵押以下資產以取得本集團之銀行借貸：

(a) 應收貿易賬款約達港幣21,065,000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9,596,000元）；

(b) 於全資附屬公司東北石油（中國）發展有限公司之51%股本權益作一項全額第一股票押
記之登記；

(c) 賬面值約為港幣25,145,000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5,401,000元）之物業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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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財務狀況表日期後事項
(a)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九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同意以每

配售股份港幣0.160元之價格（「配售價」），配售合共437,500,000股新股。於二零一二
年十月十二日，合共312,500,000股新股以配售價成功配售。因此，每股港幣0.01元之
312,500,000股新股以每股港幣0.15元之溢價發行。發行股份之溢價約港幣46,875,000元。

(b)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本集團以代價3,600,000美元（約港幣27,900,000元），收
購Topact Holdings Limited（「Topact」）約46.77％之股本權益，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賣
方」）訂立買賣協議，本集團將需以每股約港幣0.1774元之發行價，向賣方配售及發行
157,271,702股本公司新普通股份以支付代價。Topact透過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各種業
務，包括但並不限定於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開採原油及天然氣，生產原油產品，勘探
鑽探，原油及天然氣田及油田之建築安裝工程。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綜合經營業績概覽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實現收益約港幣682,796,000元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95,725,000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長

248.85%。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內集團虧損約為港幣29,098,000元（二零一一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港幣85,950,000元），即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獲得66.15%的減
幅改善。

本集團營業收益上升主要歸因於石油產品貿易新業務的經營，其錄得收益約港幣
568,827,000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內集團虧損主要由於下列因素所導致：(1) 

確認就物業投資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減值損失總值約港幣7,347,000元（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及(2)確認授予榮譽主席之以股份支付之款項約港幣
14,400,000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22,294,000元）。

扣除上述(1)及(2)合共約港幣21,747,000元外（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22,294,000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內集團虧損約為港幣7,351,000元（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63,65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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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商品貿易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新的石油貿易業務貢獻了本集團的大部分收
益，金額約港幣568,827,000元及佔本集團之收入83.31％（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零），導致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與二零一一
年同期比較顯著增加。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儘管在困難的全球經濟復甦以及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放緩下，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主要採取「穩」及「守」的策略方法，
於中國及亞太地區共分別買賣共6,613.81噸及100,313.63噸燃料油，且維持毛利。

管理層對表現感到滿意。石油貿易市場龐大及該有良好的潛在利潤率。雖然本集
團並沒有足夠的銀行支持以應付訂單，但仍預期在可預見的未來對本集團有強勁
的貢獻。

同時，面對持續低迷的市場形勢，本集團在下半年財政年度將進行開拓銷售石油
產品貿易業務，營運團隊已經完成了燃料油的深加工調試，開始租賃油庫，落實存
儲管理和加工程序，本集團相信，石油產品貿易業務的收入及營運效益，兩者在即
將到來的下半年度業績將會有另一次突破。

有鑑於中國的煤炭價格不斷受到蠶食和庫存水平上升，本集團已決定放緩在中國
和國際市場之煤炭貿易業務。管理層已縮減煤炭經營，減少人力以降低經營成本，
並出售現有庫存及追討債項和欠款。管理層在作出進一步承諾前，將繼續監控煤
炭價格和市場情況。

原油－齊齊哈爾營運狀況

本集團透過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北石油（中國）發展有限公司，持有位於中國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之富拉爾基油田項目之95%權益。

本集團將繼續監測和評估富718和富710區的操作，並尋找方法把生產和項目盈利能
力提高至最大限度。在所有的生產井中，目前有九口水平井（四口位於富710區和五
口位於富718區），為集團的原油收入主要來源。如前所述，自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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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已成功代替使用燃油用作產生開採性蒸氣，從而降低了蒸氣成本三分之一
以上，提高經營效率和盈利能力。本集團不斷尋找各種方法以降低生產成本，本集
團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已購買以前租賃的兩台蒸氣機，同時聘請相同的專家組以保
持運作暢順。該資本開支的投資回收期為一年左右。

由於地方政府規管及政策改變，令今年夏天的石油生產及銷售暫停了數星期。因
此，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量和收入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為低。不
過，經過與相關政府機構及部門的協調和聯絡後，所有運作已在九月份恢復正常。

在技術方面，本集團持續研究技術以提高產能，並進一步簡化油田運作。本集團在
加拿大阿爾伯塔省走訪多間重質油公司，並與該等公司之產能專家及政府研究機
構討論了多種方法改善本集團現有的技術。該等更新將在不久將來得到適當的落
實。

油田的業務及營運仍有其他可持續的改善。其中，已完成興建多兩個原油儲罐以
滿足不斷增加的石油產量。項目區的綜合地質研究完成後，這將有助於確定未來
該油田的進一步發展。

原油－突尼西亞項目營運狀況

Ksar Hadada許可證（「許可證」）進入其第二階段續期，為期三年由二零一一年四月
二十日至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九日，合計3,360平方公里之原許可證面積已按合約規
定交回Enterprise Tunisienne D’Activités Pétrolières（「ETAP」，即「突尼西亞國家石油
公司」）及Le Directeur General de L’Energie（「DGE」，即「突尼西亞國家能源部」）。
許可證現有餘下面積為2,252平方公里，已有五個經識別具有遠景之項目。

整個二零一二年，合資項目之合作夥伴已開始積極協調以外包的策略，邀請潛在的
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參與項目，當中部份於突尼西亞擁有廣泛的勘探及生產經驗。
本集團的地質學家及Independent Resources (Ksar Hadada) Limited在羅馬進行了多個
有關數據室之會議，有興趣人士被邀請往研究數據，以及交流詮釋與意見，從而最
終擴大合資項目合作夥伴的知識基礎。

透過由ETAP在突尼西亞舉辦的定期偵查會議，本集團之營運團隊交流了有價值的
技術觀點及行業信息。根據最新資料，另一家於Ksar Hadada許可證相鄰經營的公
司得到顯著成功，已取得9口井並正從該等井口生產石油。該等好消息和技術資料
令本集團對許可證方面的成功得到更大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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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業務

本集團接洽其忠實的客戶和供應商以維持化工產品業務，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獲得收益約港幣99,522,000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138,079,000元），即減少27.92％。其中位於北京之工業及建築塗料業務，於截至二
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共錄得收益約港幣13,737,000元（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2,061,000元），即增加13.90%。近期內部市場分析顯示，建
築塗料市場競爭將更加劇烈，考慮到保護利潤率，策略將轉移至工業塗料，並已訂
立若干合約，隨後幾年將錄得增長。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完成出售Huge Power Group 

Limited的100%權益之買賣協議，其為永成化工有限公司（「永成化工」）之控股公
司，代價為港幣13,800,000元。隨後，在或約在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執行董事從
中國法律顧問收到一份有關永成化工及一名獨立第三方（「申索人」）就在或約在二
零零四年訂立的投資協議糾紛的仲裁裁決（「仲裁裁決」）。根據仲裁裁決，永成化工
被裁定，除其他事項外，支付約人民幣29,190,000元（連同利息約人民幣12,290,000

元）予申索人作為補償。據中國法律顧問意見，永成化工，為仲裁程序的一方，已
不再是本集團的成員，裁決對本集團之營運及財務狀況並無影響。

為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業務，本集團的資源已主要分配在如上文所述之本
集團主要業務。油漆製造業務的資產正逐步減少，透過出售以換取現金用於本集
團的主要業務方面。

本集團於一個位於中國貴州省餘慶縣小烏江釩礦區內之釩礦項目擁有34.4%實質權
益。該業務管理由項目公司之主要股東負責。該項目目前正處於申請採礦許可證
之最後階段。近年來，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對採礦業（包括尤其是發出新採礦許可
證）實施嚴格控制。此嚴格措施有利於提升全國採礦業之整體質量水平。該項目之
管理層現接受地方政府機關之直接指導，採取積極措施以獲得相關許可證。中國
貴州省國土資源廳現已作出批覆，經此省級批覆後，審批已下達至省內貴州遵義
市國土資源局作進一步處理。



26

業務前景

在本財政年度回顧期內，全球經濟依然面對嚴峻的形勢及不明朗因素。脆弱的歐
元區國家仍然是全球經濟主要的隱憂。美國的復甦及中國與其他新興市場的增長
步伐放緩，也打擊了全球需求的情況。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貨幣基金」）在二零一二年七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
更新」，預測二零一二年和二零一三年全球的經濟增長分別為3.5％及3.9％，較國際
貨幣基金去年的估計為低。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國際貨幣基金進一步下調二零一二
年和二零一三年的預測分別為3.3％和3.6％。二零一二年八月，國際能源機構考慮
到美國，中國及新興市場的石油需求放緩後，亦下調了二零一二年和二零一三年
平均石油需求預測，分別為每天30萬桶及每天40萬桶。

二零一二年中國的石油需求預計每天僅增長30萬桶，是由於整體工業市場和出口
放緩的結果。中國的出口已完全受到歐元區和美國不利情況的影響。二零一二年第
三季度，中國出口只有4.0％左右增長，與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相比則有9.2％。中國
國內生產總值在第三季度只增長7.4％，相比過去幾年的10％左右增幅，二零一二
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僅為7.5％。為保持和刺激國內經濟穩定增長，二零一二年九
月期間，中國政府宣布了一項廣泛的基礎建設項目，總投資遠遠超過一萬億元人
民幣。

國際原油價格於回顧期內之初持續下跌，因為公佈不同的差劣全球經濟指標後，
預期全球經濟增長和復甦疲弱，從而預見工業活動和商品的需求減少。布倫特原
油價格及西得克薩斯中質（「WTI」）原油價格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分別跌破每桶100美
元和80美元。隨著歐洲聯盟峰會上積極討論有關歐元區救市計劃，美國聯邦儲備局
的第三輪量化寬鬆計劃，以及緩和對伊朗的石油供應問題尤其是石油貿易制裁，
國際原油價格從二零一二年六月底，直到二零一二年九月中旬再逐漸上升，布倫
特原油價格每桶達到110美元以上，及WTI原油價格每桶接近100美元。

然而，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份公佈的美國原油庫存不斷上升，顯示經濟復甦可能較
預期為慢。此外，可能導致增加原油供應的原因是可允許的石油產量增加，以及石
油輸出國家組織成員國的出口增加，如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亞，也阻礙了石油價
格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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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及經營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收益約港幣682,796,000元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95,725,000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加

248.85％。本集團錄得期內虧損約港幣27,074,000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港幣88,393,000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內虧損約港幣29,098,000元（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85,950,000元），虧損情況獲得改善，較二零一一
年同期分別減少69.37%及66.15%。

本集團之收益增加，主要來自新業務石油產品貿易，錄得收益約港幣568,827,000

元。期內本集團虧損減少69.37％，從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
88,393,000元，減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27,074,000元。此乃歸因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二零一一年同期比較，持作買賣投資及衍
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虧損減少，及確認以股份支付之款項減少所致。

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維持於約港幣290,216,000元（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92,132,000元），而流動負債約為港幣174,214,000元（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86,248,000元）。流動比率（即總流動資產與流動負
債之比率）為1.67（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57）。董事認為目前營運資金水平
保守地可足夠應付未來營運所需。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現金流量及於香港及中國之主要往來銀行所提供之信貸為業
務提供資金。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港幣67,355,000元（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77,505,000元）。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大部份以港幣及
人民幣持有。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借貸總額約為港幣43,552,000元（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53,826,000元）及資產總值約為港幣868,791,000元（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888,124,000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以銀行借貸總額除以總資產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為5.01%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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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抵押詳情載列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20。

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承擔詳情載列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18。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零）

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交易主要以美元、港幣及人民幣為單位。本集團大部份附息銀行借
貸乃按浮動息率計息。管理層密切監控外匯風險，並以遠期外匯合約對沖。本集團
亦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只作對沖用途來管理利率風險。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161名僱員（二零一一年：179名），其中
約131名僱員常駐中國大陸，其餘則在香港及澳門。本期間僱員的薪酬待遇包括薪
金、花紅及購股權。根據本集團的酬金政策，僱員的報酬是按功績及市場狀況，並
根據各僱員受聘所在的各司法管轄區的法例規定而定。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概無董事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管理合約

本集團概無於期內訂立或存在有關本集團全部或任何重大部分業務的管理或行政
合約。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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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本集團致力維持良好之企業管治標準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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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為本公司的企業管
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守則所載的全部守則條
文，惟下列項目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有特定委任年期，並須膺選連任。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委任年期，惟須根據本公司
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膺選連任。

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會主席汪波先生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舉行的股東週年
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因彼於當日有其他業務安排。本公司榮譽主席及財務總
監、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主席及成員已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認為，彼等之出席對於回答股東提出的問題乃屬足夠。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樹堅先生、陳錦程先生及張鈞鴻
先生。審核委員會之宗旨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制度。

於回顧期內，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
論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報告。

遵守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集團對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內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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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的電子文本登載於香港聯交所網站（網址：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
司網站（網址：http://www.petroasian.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內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提供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
發予本公司股東及登載於香港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亞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潘森
榮譽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i)四位執行董事，分別為潘森先生、汪波先生、黃
國良先生及潘偉剛先生；(ii)一位非執行董事，名為Zaid Latif先生；及(iii)三位獨立
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錦程先生、陳樹堅先生及張鈞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