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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前景

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欣然呈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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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六個月期間的收入約為7,358,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45%。本集團由去年同期
虧損扭轉為六個月期間盈利。於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93,100,000港元。

銷售原油、成品油及石化產品

於六個月期間，原油價格波動且居高不下。布蘭特原油價格從二零一二年四月的高位平均每

桶約123.5美元（「美元」）跌至二零一二年六月的每桶約94.8美元，其後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再
次上揚至每桶約112.9美元。市場對美國實體經濟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的影響及歐元區主權
債務危機的威脅持懷疑態度。

波動亦為本集團帶來機會，因為我們的供應商╱客戶偏好盡早鎖定盈利而避免不確定性。通

過採用適當的市場營銷策略接近客戶，客戶群經已擴大且重新取得部分已丟失客戶。儘管本

集團可能承受價格風險，尤其是因為我們的大部分收入乃按浮動價格基準定價，本集團正通

過訂立衍生金融工具採用適當的對沖工具以最大限度減低╱降低風險。因此，收入已大幅增

長並實現扭虧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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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及研發石化產品

於上一財政年度，我們收購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海南省洋浦的附屬公司海南匯智

石化精細化工有限公司（「匯智」），並間接擁有其57%權益。旨在參與石化產品（包括但不限
於輕芳香烴、醋酸仲丁酯及碳五）的生產及研發。二零一二年四月，當地政府已批准在該塊

土地上建造為製造及加工混合芳香烴的設施及設備。二零一二年八月，奠基儀式在海南省舉

行，標誌建造已準備就緒。

按計劃，主要設施預計將於二零一三年底竣工。竣工後，匯智將開始試運行。預計全面投入

運行將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收入及令人滿意的溢利。

倉儲及物流業務

我們的物流中心策略性位於中國江蘇省南通市，透過我們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南通潤德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南通潤德」）運營，其建設即將竣工。二零一二年九月末，擁有21個油庫、
容量163,000立方米的倉儲設施已竣工並已取得試運行許可。南通潤德增建3個油庫（估計
容量為8,000立方米）的籌備即將竣工。該等工程預計可於一年內竣工，成本約為人民幣
10,000,000元（相當於約12,200,000港元）。此外，南通潤德已成功與南通市碼頭達成協
議，以將油庫管道直接連接碼頭從而節約交易成本。管道連接將於六個月內竣工。

我們在中國天津的倉儲設施由本集團擁有15%的中化天津港石化倉儲有限公司（「天津倉
儲」）承建。容量為420,000立方米的油庫第一期建設工程正在運行，同時容量為540,000立
方米的油庫第二期建設工程正在試運行且預計來年投入運行。於六個月期間末期，我們已與

客戶簽署超過10份長期合約，約76%的油庫已租出。就租用率而言，該結果在天津排名前
列，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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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氣勘探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本集團收購Asia Sixth Energy Resources Limited（「Asia Sixth」）40%
股權，從而實益持有Aral Petroleum Capital LLP（「Aral」）24%的權益。Aral已獲授予在哈
薩克斯坦共和國名為北區塊的油氣勘探許可證及生產許可證。目前，Aral有兩個油井正在生
產，一個油井試生產。有幾處石油勘探項目目前正處於勘探階段。據了解，該勘探適時且為

資金密集型，但結果可能富有成效。

前景

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能夠如何恰當解決、美國實體經濟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影響的關注，將

會並繼續蠶食全球風險承受能力。儘管中國經濟近來顯示出穩定跡象，但在全球經濟放緩的

背景下可能會持續低迷。所有該等因素可能會繼續阻礙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後相關經濟復蘇

的漸進過程。

面對複雜的市場變化形勢，本集團堅持內部改善及外部擴張並舉的策略，密切跟踪市場波

動。通過於六個月期間達到令人滿意溢利的證明，本集團對核心業務發展保持樂觀態度，力

求未來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

財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石油產品貿易。本集團於六個月期間收入的約77%（二零一一年：54%）來自
原油貿易，而來自成品油貿易的收入約為22%（二零一一年：25%），來自石化產品貿易的收
入約為1%（二零一一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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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產品 單位 裝運數量 銷售量 收入 裝運數量 銷售量 收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原油 桶 13 6,526,373 5,643.6 3 1,818,156 1,624.1
成品油 公噸 80 295,615 1,593.1 10 139,632 761.3
石化產品 公噸 38 14,553 121.8 23 61,839 614.5

    
總計 131 7,358.5 36 2,999.9

    

原油貿易繼續為本集團的主要貿易活動。來自原油貿易的收入為5,643,600,000港元，比去
年同期增加近2.5倍。來自成品油貿易業務的收入亦超過去年同期109%。該增長主要是由
於市場結構改善、輕級原油價差越來越大從而導致對輕質原油及成品油（價格相對穩定）的需

求增加。

毛利

於六個月期間的毛利約為108,9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錄得毛利僅為6,600,000港元。得
益於原油市場的市場結構改善，整體毛利率獲得增長。

在收入大幅增加及毛利率增長的情況下，於六個月期間，原油貿易的毛利為119,300,000港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06,400,000港元。因此，縱然成品油及石化產品貿易業務的毛損由去
年同期6,300,000港元略增至六個月期間10,400,000港元，但於六個月期間的整體毛利仍超
出去年同期逾100,000,000港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 6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本集團從事衍生金融工具貿易以作對沖用途。對沖活動的目的是最大限度降低各項貿易的價

格風險，以減少經營業績的波動。

於六個月期間，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的總收益約為43,700,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53,700,000港元）。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的已變現虧損及未變現收益分別約
為6,400,000港元及50,1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已變現虧損及未變現收益分別為
11,400,000港元及65,100,000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

於六個月期間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93,1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本公司產生虧損
17,100,000港元。

誠如我們最新的年報所述，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完成及交付裝運（「裝運」）約902,000淨美
制桶。然而，裝運的部分收入調整及大部分衍生金融工具（本集團訂立衍生合約以對沖裝

運原油價格波動風險）公平值變動僅可於本財政年度確認。該裝運於本財政年度確認純利

47,900,000港元。不計裝運的純利影響，於六個月期間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正常化溢利應
為45,2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為160,500,000港元，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156,400,000港元增加約3%。銀行結餘及現金輕微增加主要是由於應付賬款增加被存
貨採購及銀行借款減少抵銷所致。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銀行融資為490,000,000美元（相當於3,822,000,000港元）。除
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約582,600,000港元外，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銀行透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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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率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資產負債率為14.0%（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4.5%（重
列））。資產負債率按本集團的總借貸除以總資產計算。資產負債率下降主要因結算信託收據

貸款所致。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由已抵押銀行存款約112,600,000港元及已抵
押存貨約667,100,000港元作擔保。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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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呈報貨幣為港元。由於美元兌港元的匯率於六個月期間相對穩

定，故外匯風險甚微。

本集團現時並無實施任何外匯對沖政策。管理層一直持續監察外匯收款及付款水平，並且不

時維持其外匯風險的淨風險在可接受水平。倘在出現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外匯風險時，本

集團將考慮對沖外匯風險。於六個月期間，管理層曾訂立有限度的外匯對沖安排以減少以歐

元計值的原油貿易的貨幣風險。本集團的政策不允許使用衍生金融工具進行任何投機買賣。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於所收購位於中國江蘇省南通市的兩幅租賃土地上建造

石油及石化產品倉儲設施及於中國海南省洋浦建設為製造及加工混合芳香烴的設施及設備，

有已授權但未訂約的資本開支約人民幣178,100,000元（相當於約222,400,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9,200,000元（相當於約236,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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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建議派付六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僱傭及薪酬政策

為配合業務擴充，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僱員人數增加至79人（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40人）。本集團的薪酬方案維持競爭力，乃按個別僱員的表現、資歷及經驗釐
定。

我們認同與我們的僱員保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乃向僱員提供與現行市場慣例相若而具有競

爭力的薪酬方案，包括公積金、人壽及醫療保險、酌情花紅、購股權及人力資源技能提升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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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於香港聯交所（「聯交所」）回購本公司合共542,000股普通股，總購買
價格為445,000港元，所有股份均於隨後註銷。股份回購詳情如下：

每股面值
0.025港元的 已付每股購買價格

購回月份 普通股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總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二年七月 4,000 0.52 0.52 2,000
二零一二年九月 538,000 0.87 0.68 443,000

    
總計 542,000 445,000

  

董事認為於期內購回本公司股份能提升本公司每股資產淨值，整體而言對股東有利，故進行

有關購回。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六個月期間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

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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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及相

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

普通股數目
股權概約
百分比 (%)

王健生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 1,041,446,000 64.51
姚國梁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 1,041,446,000 64.51
林燕女士 實益擁有人 840,000 0.05

附註：

該等股份以Forever Winner International Ltd.（「Forever Winner」）名義登記。Sino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與金耀控股有限公司各持有Forever Winner全部已發行股本的50%。王先生持有Sino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姚先生持有金耀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其他資料

– 11 –

主要股東權益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非本公司董事

或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
分部向本公司披露或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股東姓名 身份
持有

普通股數目
股權概約
百分比 (%)

Forever Winner 實益擁有人（附註a） 1,041,446,000 64.51
Atlantis Captial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b） 80,756,000 5.00
 Holdings Ltd.（「Atlantis」）

附註：

(a) Sino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與金耀控股有限公司各持有Forever Winner全部已發行股本的
50%。王先生持有Sino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姚先生持有金耀控股有
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b) 根據Atlantis與劉央女士（「劉女士」）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呈交的權益披露表（相關事項
的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該等股份由Atlantis通過受控法團，即Atlantis Fund 
Management (Ireland) Limited、Atlant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ondon) Limited及
Atlant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控制。Atlantis由劉女士全資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條文，劉女士被視為於Atlantis持有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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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六個月期間本公司的購股權變動載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2)

參與人性質或類別（「合資格參與人」）
授出日期 (1)

（日╱月╱年）
行使價
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重新分類 期內行使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燕女士 07/05/2009 0.645 360,000 — — 360,000

    
董事小計 360,000 — — 360,000
僱員 07/05/2009 0.645 9,240,000 — — 9,240,000
其他參與人合計 07/05/2009 0.645 133,710,000 — — 133,710,000

    
總計 143,310,000 — — 143,310,000

    

附註：

1. 所授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八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止期間行使。根據購股權計

劃授出的購股權分三批歸屬，即40%、30%及30%的購股權分別於授出日期起至二零零九年五
月八日、二零一零年五月八日及二零一一年五月八日止期間歸屬。

2.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購股權並無被註銷或沒收。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使董事可透過

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實體的股份或債券而獲利。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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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由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張少雲女士（主席）、郭燕軍先生及林燕女士。本集團

於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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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期內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企業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除下列偏離情況外：

根據企業守則A.6.7，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本公司的股東大會。獨立非
執行董事郭燕軍先生及林燕女士因有其他早已預約的事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八

月十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在向本公
司所有董事作出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六個月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足夠的公眾持股量

基於本公司所獲的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董事確認，本公司於六個月期間一直保持上市規

則規定的足夠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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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7,358,524 2,999,877
銷售成本 (7,249,626) (2,993,306)

  
毛利 108,898 6,571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6,004 10,268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43,717 53,708
分銷及銷售開支 (24,947) (52,186)
行政開支 (22,672) (19,420)
其他開支 (237) (1,601)
財務成本 5 (6,521) (12,94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1,671) (1,428)

  
除稅前溢利（虧損） 92,571 (17,032)
稅項 6 (75) (103)

  
期內溢利（虧損） 7 92,496 (17,135)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2,667) 5,913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89,829 (11,222)

  
下列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93,099 (17,135)
 非控股權益 (603) —

  
92,496 (17,135)

  
下列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1,242 (11,222)
 非控股權益 (1,413) —

  
89,829 (11,222)

  
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港元） 0.06 (0.01)

  
 －攤薄（港元） 0.06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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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83,218 69,607
 預付租金款項 21,036 21,461
 可供出售投資 1,952 39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221,476 234,336
 向一家聯營公司貸款 108,685 101,889
 遞延稅項資產 4,358 4,358

  
440,725 432,043

  
流動資產
 存貨 717,732 1,253
 預付租金款項 473 477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2,601,272 2,468,04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5,575 31,965
 應收一家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 13,261
 可收回稅項 40 20
 衍生金融工具 44,636 8,772
 銀行結構式存款 — 19,504
 經紀存款 71,704 80,472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2,608 254,82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0,487 156,408

  
3,734,527 3,03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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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2 2,548,121 1,653,93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166 28,024
 預收款項 5,845 2,257
 應付一家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1,615 4,913
 銀行借款 13 582,593 849,782
 應付稅項 89 82

  
3,157,429 2,538,995

  
資產淨值 577,098 496,00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17,823 928,051

  
權益
 股本 14 40,358 40,360
 儲備 906,469 815,2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46,827 855,642

非控股權益 70,996 72,409
  

總權益 1,017,823 928,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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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殊儲備 法定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兌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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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一年

 四月一日（經審核） 40,292 206,790 (1,922) 49 42,174 10,327 — 543,438 841,148 — 841,148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5,913 — — 5,913 — 5,913
期內虧損 — — — — — — — (17,135) (17,135) — (17,135)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5,913 — (17,135) (11,222) — (11,222)

           
確認以權益結算

 並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 — — — 771 — — — 771 — 771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72 2,645 — — (847) — — — 1,870 — 1,870

           
72 2,645 — — (76) — — — 2,641 — 2,641

           
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0,364 209,435 (1,922) 49 42,098 16,240 — 526,303 832,567 — 83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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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殊儲備 法定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兌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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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二年

 四月一日（經重列） 40,360 209,270 (1,922) 49 42,099 16,991 10,533 538,262 855,642 72,409 928,051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1,857) — — (1,857) (810) (2,667)
期內溢利 — — — — — — — 93,099 93,099 (603) 92,496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 (1,857) — 93,099 91,242 (1,413) 89,829

           
股份購回及註銷 (2) (55) — — — — — — (57) — (57)

           
(2) (55) — — — — — — (57) — (57)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0,358 209,215 (1,922) 49 42,099 15,134 10,533 631,361 946,827 70,996 1,017,823

           

附註：

(a) 特殊儲備指於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前為精簡本集團架構而進行公司重組之

時，所收購附屬公司股份的面值與本公司為就收購而發行的股份面值兩者的差額。

(b)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及規例，法定儲備須最低佔公司繳足股本的50%並於派付股息的任何年
度設立。本公司於澳門成立的一間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本公司派付

末期股息，故此其已發行股本100,000澳門元的50%已撥至法定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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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08,440 (367,717)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已收銀行利息 238 170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4,494) (13,520)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142,216 (186,161)
 經紀存款減少 8,768 34,324
 銀行結構性存款減少 18,463 —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1,560) —
  

153,631 (165,187)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購回股份付款 (57) —

 行使購股權所得款項 — 1,870
 新籌銀行貸款 1,607,087 2,720,072
 償還銀行借款 (1,874,276) (2,425,145)
 償還一家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3,298) —

 自一家附屬公司其他股東的注資 13,261 —
  

(257,283) 296,7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4,788 (236,107)

於四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6,408 400,866

匯率變動影響 (709) 483
  

於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表示） 160,487 16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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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及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而編
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平值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除外。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使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時採用的會計政策

及計算方法相同。

 於本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於二零

一二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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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如何編製及呈列現時或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及

財務狀況不會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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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善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循環）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強制性
 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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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安排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所持其他公司權益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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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呈列－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 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2

1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董事」）現時正評估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但尚未聲明該等準

則是否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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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列比較財務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完成收購一間聯營公司Asia Sixth 
Energy Resources Limited（「Asia Sixth」）。由於Asia Sixth的管理層需要更多時間
釐定Asia Sixth收購的一家附屬公司的資產和負債於初始確認時的公平值，並無Asia 
Sixth的可靠綜合財務資料可供本集團於初始確認時為其於Asia Sixth的權益入賬，
以及以權益會計法為其自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收購日期」）起至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於Asia Sixth的權益入賬。因此，本集團於Asia Sixth的權益及向
Asia Sixth的貸款乃按成本減去任何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已識別減值虧損列
值。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Asia Sixth管理層已提供有關財務資料，以使
本集團於初始確認時能應用初步會計處理入為其於Asia Sixth的權益入賬，以權益會
計法為其自收購日期起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於Asia Sixth的權益入賬。
因此，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的比較數字已予重列。由於Asia 
Sixth管理層仍在等候收取有關其資產淨值及負債淨額的最終專業估值，該項收購的初
步會計處理乃屬臨時釐定。

重列本集團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

過往報告 調整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35,388 98,948 234,336
向一家聯營公司貸款 187,979 (86,090) 101,889
對資產淨值的總影響 915,193 12,858 928,051
保留溢利 (525,404) (12,858) 538,262

重列對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虧損及每股虧損並無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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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根據本公司執行董事定期審閱的內部資料，單一業務經營，即銷售原油、成品油及石
化產品（「貿易業務」）的財務資料（作為一個整體，不考慮石油貿易公司的所在地）已用

於評估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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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展石油倉儲業務，但倉儲設施仍在建設中，且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前並無產生任何收益。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業績主要源自貿易業務，本集團

管理層於兩個期內一直將本集團視作單一經營分部管理。營業額及業績於簡明綜合全

面收益表內披露。

5. 財務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借款利息 3,083 10,722
信用證融資的銀行費用 3,438 2,222

  
6,521 1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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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75 103
  

75 103
  

 本集團在中國經營業務的所得稅撥備已基於現有法律、釋義及慣例按估計應課稅溢利

的適用所得稅率計算。本集團附屬公司適用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為25%。

 由於兩個期內均無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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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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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溢利（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的期內溢利（虧損）：

攤銷預付租金款項（計入其他開支） 237 23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油輪（附註） — 11,757
 －其他 306 109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247) 244
存貨撇減（計入銷售成本） — 5,452
租賃油輪儲存空間的租金收益總額 — (3,059)

  

附註：

由於三分之一的油輪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租以獲取租金收

入，油輪折舊544,000港元，連同油輪應佔經營成本計入其他開支。餘下11,213,000港元連同
油輪應佔經營成本計入分銷及銷售開支。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2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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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零）。

9.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內溢利（虧損）及股份數目計

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的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614,381,323 1,612,220,666
具潛在攤簿影響之普通股：

 購股權 18,788,297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的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633,169,620 1,612,220,666
  

 在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時不包括假設因行使購股權

而增加的股份，因行使該等購股權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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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於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 69,607 157,218
匯兌調整 (577) 347
添置 14,494 58,330
出售 — (123,445)
收購附屬公司 — 991
折舊費用 (306) (23,834)

  
83,218 69,607

  

11.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於呈報期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601,272 2,468,047
  

 商品銷售的信貸期為30至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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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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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548,121 1,653,937
  

 採購商品的信貸期為30至90日。

13. 銀行借款

 於呈報期結算日的銀行借款指用於購買存貨的信託收據貸款及短期貸款。該等貸款按

介乎每年0.7%至2.8%（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至3.5%）的浮動市場利率計
息，且須於三個月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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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面值0.025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4,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1,611,674,000 40,292
行使購股權 2,900,000 73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1,614,574,000 40,365
已購回及註銷股份 (188,000) (5)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614,386,000 40,360
已購回及註銷股份（附註） (82,000) (2)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1,614,304,000 40,358

  

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其542,000股每股面值0.025港元的
普通股，其中82,000股股份於申報期結束前已註銷及其中460,000股股份其後於二零一二年十
月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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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本及其他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於所收購位於中國江蘇省南通市的兩幅租賃土

地上建造石油及石化產品倉儲設施及於中國海南省洋浦建設為製造及加工混合芳香

烴的設施及設備，有已授權但未訂約的資本開支約人民幣178,100,000元（相等於
約222,4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9,200,000元（相等於約
236,500,000港元））。

16. 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使用辦公場地向海峽物業有限公司

（控股股東擁有其實益權益）支付租金開支約49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99,000港
元）。

刊發中期業績

所有財務資料及上市規則規定的其他相關資料，將適時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

站及本公司網站。中期報告的印刷本將不遲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底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健生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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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姚國梁

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燕女士、郭燕軍先生及張少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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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