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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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BRAY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添利工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3）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添利工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向股東提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本集團於該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
表，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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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2,786 2,714
銷售貨品及提供服務成本 (1,225) (1,191)

1,561 1,523
其他收入 4 505 419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2,078 2,787
行政開支 (6,881) (7,442)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4,148 22,790

除稅前溢利 1,411 20,077
稅項 6 (270) (16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7 1,141 19,911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營運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557) (61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匯兌差額 4,088 3,475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
　 　權益後重新分類調整轉撥至損益之
   換算儲備 (197)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3,334 2,86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475 22,776

港仙 港仙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基本盈利 9 0.06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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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42,279 42,995
　投資物業 29,340 29,506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0 718,536 727,785
　作抵押銀行存款 2,000 2,000

792,155 802,286

流動資產
　已竣工待售物業 123,770 122,233
　其他應收賬款 45 43
　按金及預付款項 1,996 2,104
　可退回稅項 119 118
　銀行結存及現金 367,992 354,739

493,922 479,237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3,295 3,540
　應派付股息 12,505 12,505
　已收按金 736 725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2,557 2,372
　應付稅項 3,720 3,629

22,813 22,771

淨流動資產 471,109 456,46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63,264 1,258,75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81 1,144

淨資產 1,262,083 1,257,60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6,611 156,611
　儲備 1,105,055 1,100,58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261,666 1,257,191
　非控股權益 417 417

總權益 1,262,083 1,25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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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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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載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年度財務報表所
採納者一致。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相關
之以下新訂詮釋及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若干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稅

於本中期期間採納上述新訂詮釋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
報之金額及╱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資料概無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期內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2,786 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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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來自物業投資及發展分部之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2,786 2,714

分部溢利 3,129 3,580
未分配其他收入 404 338
未分配其他收益及虧損 (255) 4
未分配開支 (6,285) (6,801)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4,148 22,790

期內溢利 1,141 19,911

4. 其他收入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結存之利息收入 433 366
雜項收入 72 53

505 419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淨額 2,327 2,787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虧損 (249) –

2,078 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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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91 12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142 16

233 138

遞延稅項 37 28

270 166

7. 期內溢利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物業、機器及設備 716 725
　－投資物業 166 166

8.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概無支付、宣派或建議派付股息。本公司董事已決定不就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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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 1,141 19,911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1,957,643 1,957,643

由於期內及去年同期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間於香港上市之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283,535 286,771

應佔收購後溢利及其他全面收益及對視作出售一間聯營
 公司之權益之影響，扣除已收股息 435,001 441,014

718,536 727,78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市值 783,780 1,022,322

該聯營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為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採用權益會計法而言，已使用該聯營
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管理賬目。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內包含商譽172,95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74,930,000港元），即於收購聯營公司日期初始投資成本與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之可識別
資產及負債之淨值之差額。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股權由31.73%攤薄至
31.54%，因為聯營公司就行使購股權發行約12,289,000股股份。因此，視作出售一間聯營
公司權益之淨虧損249,000港元已於損益中確認，有關累計換算儲備197,000港元重新分類
至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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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三
年：無）。

業務回顧

於本回顧期間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2,78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2,714,000港元），及期內溢利1,14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911,000港元）。

本回顧期間溢利大幅減少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所佔百勤油田服務有限公司（「百勤」）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百勤集團」）（股份代號：2178）的經營業績下降。根據百勤刊發的二零一
四年中期報告，百勤集團之本期內擁有人應佔純利由去年同期之約68,600,000港
元降至約13,500,000港元，下降約80%。百勤集團於中國的主要客戶的業務活動整
體放緩，而南美業務活動之放緩是由於百勤集團採取風險控制措施以解決百勤集
團一名南美主要客戶支付應收賬款緩慢問題。

物業投資及發展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物業投資及發展業務之營商環境依然困難。中國內地（「中
國」）廣東省物業市場整體表現仍然呆滯。本集團之物業項目發展主要在廣東省，
期內業務並不活躍。

本集團位於廣東省中山市之已竣工待售物業－永勝廣場擁有超過440個住宅單
位，座落於一幢三層高之商場及停車場上。該物業地處交通便利之黃金地段，兼
有高尚河畔景觀。中山市物業市場競爭激烈。現代化設計之物業供應充足。商場
持續空置及住宅單位之入住率高於去年同期水平。管理層致力於該等物業之市場
推廣活動及竭力改善該商場之經營。期內本集團於永勝廣場之租金收入較去年同
期增加約34%。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未出售住宅單位。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尚有216個住宅單位仍未售出，其中有154個住宅單位已租出。

油田工程及顧問服務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本集團透過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添利天然資源有限公
司持有聯營公司百勤的31.73%權益。於回顧期間，由於百勤集團員工行使購股
權，本集團於百勤集團的持股被進一步攤薄。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
於百勤集團的持股為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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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就百勤集團（作為一家聯營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採用權益會計法入賬。

根據百勤刊發的中期報告，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百勤集團錄得收入353,000,000
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之
496,000,000港元減少約29%。收入減少部分乃由於百勤集團於中國的主要客戶的
業務活動整體放緩，及部分乃由於百勤集團採取風險控制措施以解決百勤集團一
位南美主要客戶支付應收賬款緩慢的問題。百勤集團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期內擁有
人應佔溢利由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之約68,600,000港元降至約13,500,000港元，下降
約80%。

在中國市場，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中國油田服務業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整體放緩，
令百勤集團的業務受到影響。致密氣╱油井的多級壓裂業務量整體下降。百勤集
團管理層認為，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總體放緩屬暫時性質，該行業將在不久將來
以更為健康的方式復甦，並期待會有更多公開市場投標活動。

自二零一三年以來，擴大客戶基礎及多元化其海外業務市場一直為百勤集團海外
市場發展的主要策略。期內，百勤集團在伊拉克、科威特及阿布扎比積極推廣其
高端油田服務及完井工具。百勤集團已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杜拜設立
一家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其負責中東業務發展的區域總部。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百勤集團的市場多元化戰略進展順利，並已在中東取得若
干成果。除向若干中國國家石油公司（「國家石油公司」）於伊拉克擁有的油田提
供工具及服務外，百勤集團已經開始競標為伊拉克的國際石油公司（「國際石油公
司」）擁有的油田工程提供高端油田服務（如定向鑽探、完井、增產服務）及獲得
服務合同。

百勤集團的惠州基地主要包括兩幢附設辦公室的廠房及一座員工宿舍，於二零一
四年上半年已大致完工，預計將於二零一四年第三季度投產。惠州基地用作提高
百勤集團自行開發的工具及設備的生產能力，以更有效支援百勤集團的油田服務
業務，降低對主要供應商的依賴，優化主要業務的成本結構，及提升產品及服務
品質。惠州基地將為百勤集團的未來業務發展提供堅實基礎及保持其作為中國主
要高端油田服務供應商的市場地位。

財務投資活動

本集團仍持有大量資金約3.68億港元，並已存入香港大型財務機構主要作短期銀
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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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回顧期內並無收購主要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仍然持有充裕資金及並無重大資本開支承擔。所有營運資金均來自資本及
儲備。

基於本集團之資產主要為以港元計值之現金，因此本集團之匯兌風險很低。就利
率及貨幣而言，並沒有需要作對沖用途之財務工具。

訂單

因本集團業務性質關係，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訂單記錄。本集
團並無新產品及服務將推出市場。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市場薪金水平共僱用40名員工，員工福利包
括保險、公積金計劃、酌情花紅及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政策乃基於僱員之表現、資歷及能力。董事之酬金由薪酬委員
會參照本公司之營運業績、個人表現及可比市場統計數據而釐定。概無任何董事
或其任何聯繫人以及高層僱員參與釐定本身薪酬。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作為
對董事及合資格僱員之獎勵。

前景

全球經濟正從二零零八年爆發之全球金融危機中逐漸復甦。美國及中國正面臨全
球金融危機後之各種挑戰。歐債危機以及美國政府停止購買國債的進程均對經濟
復甦構成難以預料的影響。在中國，中央政府已出台多項緊縮貨幣政策以冷卻其
經濟，尤其是過熱之房地產市場及高通脹率。我們相信中國將繼續在未來全球經
濟復甦中扮演重要角色。本集團有信心可把握該等良機，抓緊各種可建立本身獨
有優勢之機遇，開拓中國新業務。

物業投資及發展近幾年一直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而本集團已在中國物業市場物
色投資機會，尤其是廣東省。然而，由於廣東省之物業市場競爭激烈，本集團於
回顧期間並無收購任何土地或物業，但本集團將繼續在中國物業市場物色投資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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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勤集團之策略是維持於中國國內市場及海外市場中長期之業務平衡發展。

中國市場方面，百勤集團管理層認為，長遠來看，國有企業改革及石油和天然氣
行業的解除管制將會產生更為市場化的運作，如中國多數主要油田的公開招標。
擁有專有技術和自製工具的高端油田服務供應商將受益於該等發展。非常規燃氣
工程的增產服務（包括頁岩氣和致密氣井工程）將繼續為百勤集團在中國的主要業
務重點。百勤集團將繼續致力於技術創新，以在提供非常規燃氣工程的增產服務
時，為客戶提供更具成本效益和環保型的解決方案。

海外市場方面，隨著在阿聯酋設立區域總部後，百勤集團將繼續探索商機，以為
中國國家石油公司及中東的國際石油公司提供高端油田服務。

展望二零一四年下半年，百勤集團將繼續在中國及海外市場進行市場推廣工作，
並將繼續保持國內與海外業務活動及收入的平衡。

我們對百勤集團之未來表現保持審慎樂觀。

本集團將繼續經營其物業投資及發展業務，並透過其於百勤集團之權益從事油田
工程及顧問服務。本集團將謹慎探索各種投資機會以使本集團之長期表現保持穩
定增長。另一方面，本集團不能忽視目前存在之若干潛在風險因素，例如油價及
商品價格波動、利率走勢、全球經濟復甦進程及自然災害等。本集團對來年業務
持審慎樂觀態度，並深信能提升其競爭力及為其股東創造價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除下文披露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列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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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條文A.4.2，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
一次。本公司受制於名為「一九九一年添利工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法令」之私
人法令。該法令第4(g)條訂明：「即使公司法或法律規定內載有任何相反內容，本
公司之董事無須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惟須（任何主席或董事總經理除外）
輪值退任」。本公司已修訂其現有公司細則，以訂明本公司每名董事（擔任主席或
董事總經理職務之董事除外）均須每三年至少輪值退任一次，而擔任主席或董事
總經理職務之董事須每三年膺選連任一次。

董事之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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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具體查
詢，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位非執行董
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商討審核、內
部監控及財務呈報之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報告。

其他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已經執業會計師德勤‧關
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李立先生（主席）
梁麗萍女士
李銘浚先生（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黃紹基先生



13

獨立非執行董事：

盧耀熙先生
湯顯和先生
蕭犖秋先生

非執行董事：

李嘉士先生

承董事會命
添利工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立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