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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ENERGY COMPANY LIMITED 

漢思能源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55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漢思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3 110,332  105,435 
     

直接成本及經營費用  (92,336)  (94,926) 
     

  17,996  10,509 
     

其他收益 4 1,303  964 

行政費用  (30,964)  (32,428) 
     

經營虧損  (11,665)  (20,955) 
     

財務成本 5(a) (30,403)  (37,015) 
  

   

除稅前虧損 5 (42,068)  (57,970) 
     

所得稅 6 (4,313)  251 
  

   

期內虧損  (46,381)  (57,719) 
     

應佔：     
     

本公司股東  (43,949)  (54,107) 

非控股權益  (2,432)  (3,612) 
  

   

期內虧損  (46,381)  (57,719) 
     

每股虧損 7    
     

基本  (1.18仙)  (1.45仙) 
     

攤薄  (1.18仙)  (1.4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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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期內虧損  (46,381)  (57,71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綜合損益表的項目：     

     

－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4,569)   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0,950)  (57,718) 

     

應佔：     

     

本公司股東  (48,153)  (54,108) 

非控股權益  (2,797)  (3,61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0,950)  (5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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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022,210  1,088,906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土地權益  235,489  243,603 

建築成本之預付款項  10,807  10,667 

無形資產  1,994  1,988 

遞延稅項資產  10,032  14,839 
     

  1,280,532  1,360,003 

流動資產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土地權益  6,594  6,727 

消耗品  15,152  14,14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67,585  61,600 

本期應退稅項  534  54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1,260  52,703 
     

  131,125  135,720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計提費用  53,141  50,314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10 58,500  109,211 
     

  111,641  159,525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9,484  (23,80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00,016  1,336,19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409  4,776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10 996,840  1,016,947 

應付關聯方款項 11 264,407  228,696 
     

  1,265,656  1,250,419 
     

     

資產淨值  34,360  85,77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73,264  373,264 

儲備  (356,671)  (308,049)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16,593  65,215 
     

非控股權益  17,767  20,564 
     

總權益  34,360  85,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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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116,002 31,947                      -      (805,227) 175,035       27,744    202,779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                -                -        (54,107) (54,107)         (3,612)     (57,719)

其他全面收益              -                -               -             (1)                -                -                 - (1)            2              1              

全面收益總額              -                -               -             (1)                -                -        (54,107) (54,108)         (3,610)     (57,718)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116,001 31,947                      - (859,334)     120,927  24,134     145,061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                -                -        (40,362) (40,362)         (2,192)     (42,554)

其他全面收益              -                -               -    (15,819)                -                -                 - (15,819)   (1,378)     (17,197)    

全面收益總額              -                -               -    (15,819)                -        (40,362) (56,181)         (3,570)     (59,751)

發行可換股債券              -                -               -             -                -             469 469                      -           469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100,182         31,947             469      (899,696)      65,215 20,564     85,779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                -                -        (43,949) (43,949)         (2,432)     (46,381)

其他全面收益              -                -               -      (4,204)                -                -                 - (4,204)     (365)        (4,569)      

全面收益總額              -                -               -      (4,204)                -                -        (43,949) (48,153)         (2,797)     (50,950)

贖回可換股債券              -                -               -             -                -            (469) (469)                     -          (469)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95,978         31,947                -      (943,645)      16,593 17,767     3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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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以港元列示，另有注明者除外） 

 

1.   編製基準 

本公告所載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

報告，但為此報告的摘錄。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而編製，包

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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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與二零一五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

將於二零一六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任何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

於附註2。 

 

持續經營 

 

本集團預期於一年內產生非經營現金流出額108,096,000元，即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償還銀

行貸款58,500,000元及應付利息49,596,000元。除非本集團能夠從業務營運及╱或其他來源

產生充足現金流入淨額，否則待此等銀行貸款及利息到期時，本集團將無法悉數悉數償還，

因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只有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41,260,000元。 

 

董事已採取若干方案改善本集團的營運現金流，包括： 

 

–實施多種策略改善本集團的貯存、倉庫及轉輸收入，以產生額外營運現金流入； 

 

–作出更大努力收回貿易應收賬款，以改善應收賬周轉期；及 

 

–積極及定期檢討資本結構及於適當情況下藉發行債券或新股尋求額外資本來源。 

 

作為持續經營評估之一環，本集團已審閱其現金流預測並得出結論，本集團就能否成功實

行上述計劃並實現有關預測而言，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 
 

該等事實及情況仍顯示有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導致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疑問，

因此，其可能無法於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資產及清償負債。 

 



- 6 - 

 

基於上述董事意願及現金流預測，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實屬合適。倘本集團無法繼續按持續經營基準經營，則

須作出調整，以撇減資產價值至其可收回金額並就可能產生之其他負債撥備，以及將非流

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該等調整之影響並未於本中期

財務報告反映。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

生效。其中下列修訂與本集團有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之呈列：披露計劃 

 

該等發展概無對本集團本期間及先前期間所呈列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本集團

並無採用任何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按地區劃分之實體管理其業務。根據與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匯報

資料以分配資源及評價表現一致之方式，本集團識別到以下兩個可報告分部。本集團並無

合併任何經營分部，以組成下列可報告分部： 

 

－ 小虎島碼頭（「小虎石化庫」）：此分部為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番禺所經

營之提供碼頭、轉輸、倉庫及貯存的業務。 

 

－ 東洲國際碼頭（「東洲石化庫」）：此分部為本集團於中國東莞所經營之提供碼頭、轉輸

及貯存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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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價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資源而言，本集團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察各可報告

分部應佔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但不包括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及其他公

司資產。分部負債包括各分部應佔之其他應付款項及計提費用，以及各分部直接管理之銀

行貸款。 

 

收入及支出參照可報告分部所產生之收入及該等分部所產生之支出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所

產生之折舊或攤銷金額而分配至可報告分部。 

 

匯報分部溢利╱（虧損）所採用之方法為「除稅前溢利╱（虧損）」，即「未計稅項前之

經調整盈利╱（虧損）」。為達致「除稅前溢利╱（虧損）」，本集團之盈利╱（虧損）

就並無特定歸屬個別分部之項目（如總部或公司行政成本）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提供予本集團最高層

行政管理人員以分配資源及評價分部表現之本集團可報告分部資料載列於下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總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可報告分部收入 60,260 53,183 50,072 52,252 110,332 105,435 

 
      

可報告分部除稅前 

溢利／（虧損） 17,406 (967) (42,932) (43,877) (25,526) (44,844)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總計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可報告分部資產 1,319,992 1,340,190 1,027,189 1,083,813 2,347,181 2,424,003 

       

可報告分部負債 1,185,286 1,209,914 973,291 983,785 2,158,577 2,193,699 

 



- 8 - 

 

(b) 可報告分部收入、除稅前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110,332  105,435 

    

綜合收入 110,332  105,435 

    

虧損    

    

可報告分部除稅前虧損 (25,526)  (44,844) 

未分配其他（開支）╱收益 (213)  395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支出 (16,329)  (13,521) 

    

綜合除稅前虧損 (42,068)  (57,970)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2,347,181  2,424,003 

沖銷分部間之應收款項 (953,783)  (966,691) 

    

 1,393,398  1,457,312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 18,259  38,411 

    

綜合總資產 1,411,657  1,495,723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2,158,577  2,193,699 

沖銷分部間之應付款項 (953,783)  (966,691) 

    

 1,204,794  1,227,008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 172,503  182,936 

    

綜合總負債 1,377,297  1,40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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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利息收入 130  17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719)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672  (124) 

其他 1,220  911 

    

 1,303  964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 28,233  37,015 

可換股債券利息 2,170  - 

    

 30,403  37,015 

 

(b) 員工成本*    

    

向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作出之供款 1,377  1,615 

薪酬、工資及其他福利 25,668  28,549 

    

員工成本總額 27,045  30,164 

    

(c) 其他項目    

    

折舊及攤銷 58,316  64,502 

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 2,111  2,106 

    

*   員工成本包括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900,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00,000元），該款項亦計入於上述個別披露的各自總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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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 – 以前年度之中國企業所得稅 -  44 

遞延稅項 – 暫時性差異之產生及回撥 4,313  (295) 

    

 4,313 
 

(251) 

 

附註： 

 (i)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香港利得稅而言，由於本集團於期內產生虧

損，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ii)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附屬公司之適用稅率為2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與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未分配利潤相關之暫時性稅項差

異合共為167,562,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6,044,000元）。本公司未有

就於分派此等未分配利潤而應付之稅項確認遞延稅項負債8,378,000元（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7,802,000元），原因是本公司控制該等附屬公司之股息政策，並確認

很可能不會於可見將來分派該等未分配利潤。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之普通股股東應佔虧損43,949,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4,107,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732,638,000股普通股（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732,638,00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任何具攤薄作用之潛在普通

股，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購置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收購碼頭及貯存設施及設備項目，成本分

別為9,537,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92,000元）及162,000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賬面淨值為

747,000元的碼頭及貯存設施項目經已出售（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元），

產生出售虧損719,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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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及已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貿易應收款項（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內 18,848  21,536 

一個月以上但兩個月內 3,506  1,684 

兩個月以上但三個月內 137  1,206 

三個月以上 38,763  32,884 

    

貿易應收款項（已扣除呆壞賬撥備） 61,254  57,31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331  4,290 

 
 

 
 

 67,585  61,600 

 

視乎洽談結果而定，賒賬期一般僅授予有良好交易記錄之主要客戶。本集團給予客戶平均30 

天之賒賬期。 

 

 

10.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a) 銀行貸款及借貸賬面值的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流動負債        

    

短期銀行貸款 58,500  59,680 

可換股債券 -  49,531 

    

 58,500  109,211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 996,840  1,016,947 
    

 1,055,340  1,12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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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及借貸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銀行貸款（有抵押）    

    

於一年內或應要求時 58,500  59,680 
    

一年後但兩年內 72,540  62,067 

兩年後但五年內 292,500  312,723 

五年後 631,800  642,157 
    

 996,840  1,016,947 
    

    

 1,055,340  1,076,627 

    

可換股債券（無抵押）    

    

於一年內或應要求時 -  49,531 

 

(c)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銀行融資額度合共1,055,340,000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076,627,000元），乃以本集團若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為

1,032,068,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49,572,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已動用之銀行融資額度為1,055,34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1,076,627,000元）。 

 

(d)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七日，本集團與一名第三方訂立認購協議，以發行兩個系列（系列甲及

系列乙）之無抵押可換股債券，本金額上限各為50,000,000元，並於一年後到期（「可換股

債券」）。可換股債券按8%年利率計息，並須於每季末支付利息。可換股債券可按每股0.3802

元（「轉換價」）轉換為本公司股份，惟可因反攤薄及股息保障予以調整。可換股債券持有

人（「債券持有人」）有權於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交所買賣之收市價達轉換價140%當日起

至到期日止任何時間，將全部或任何部分可換股債券本金額轉換為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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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甲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本集團發行系列甲可換股債券（「系列甲可換股債券」），到

期日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系列甲到期日」）。本集團可由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按本金額加截至贖回日期的任何累計但未付的利息，提早贖回

系列甲可換股債券。任何先前未贖回、轉換或購買及註銷之系列甲可換股債券，將於系列甲

到期日按本金額贖回。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悉數贖回本金額50,000,000元之系列甲可換

股債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可換股債券發行在外。 

 

系列乙可換股債券 

 

本集團將於達成若干條件後，向債券持有人發行系列乙可換股債券（「系列乙可換股債券」）。 

 

 

11. 應付關聯方款項 

 

應付關聯方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關聯方已確認無意於自結算日起十二個

月內要求還款，因此該等結餘呈列為非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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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中期財務報告初稿之審閱報告節錄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中期

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沒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重點事項 

 

我們不就審閱結論發表保留意見，但請注意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所述， 貴集團將於一年內償還銀

行貸款及利息合共108,096,000港元。據此， 貴集團能否滿足該等流動資金需求，視乎其能否自

未來營業活動及╱或其他來源產生充裕現金流入淨額。該等事實及情況顯示有重大不明朗因素可

能導致 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疑問。 

 

中期財務報告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基於 貴集團能自未來營業活動及╱或其他來源

產生充裕現金流量，以滿足其流動資金承諾。更多詳情載於附註1。中期財務報告概無就 貴集團

無法繼續按持續經營基準經營而載入任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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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漢思能源有限公司為華南地區提供液體石化產品之碼頭及貯存設施及服務之翹楚。於本報告內，

「漢思」、「漢思能源」、「我們」及「本公司」可指漢思能源有限公司或其任何一家或多家合併附

屬公司（「本集團」）。 

 

公司簡介 

 

本集團為能源行業之領先中游企業，於華南地區提供石油、液體化工品及氣體產品之綜合碼頭港

口及倉儲物流服務，並於其自有港口及貯存罐區提供增值服務。本集團擁有及經營三大設施，即

番禺石化品碼頭（「小虎石化庫」）、番禺固體化工品倉庫及物流中心（「固化倉庫中心」）及

東洲石化品碼頭（「東洲石化庫」）。 

 

營運表現回顧 

 

期內兩個石化庫的出租率及貨運量如下：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運統計數字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化 %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化 % 

           
 

    

液化產品碼頭及 
  轉輸服務 

       

        

船隻泊岸總數        

－ 外地 107 109 -1.8  64 53 +20.8 

－ 本地 342 180 +90.0  223 120 +85.8 

接收貨物之貨車數目 17,651 11,940 +47.8  18,095 20,809 -13.0 

灌桶數目 24,459 20,636 +18.5  31 708 -95.6 

轉輸數量（公噸）        

－ 石化品 153,839 101,431 +51.7  496 1,601 -69.0 

庫區吞吐量（公噸） 1,300,000 768,000 +69.3  1,321,000 953,000 +38.6 

－ 碼頭吞吐量 974,000 542,000 +79.7  860,000 473,000 +81.8 

－ 裝車台吞吐量 326,000 226,000 +44.2  461,000 480,000 -4.0 

        

貯存服務        

出租率－油品及化工品 54.6% 40.9% +13.7%
百分點 

 84.7% 80.9% +3.8% 
百分點 

        

固體化工品倉庫服務        

        

收貨量（公噸） 29,232 36,194 -19.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發貨量（公噸） 30,609 34,864 -12.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已租出面積（平方米） 24,618 26,520 -7.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出租率 76.1% 82.2% -6.1%
百分點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16 - 

 

液化產品碼頭業務 

 

小虎石化庫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小虎石化庫的主要經營指標實現重大增長。碼頭吞吐量

及裝車台吞吐量分別增加79.7%及44.2%。由於吞吐量增長，接收貨物之貨車數目及石化品的轉

輸量據此分別增加47.8%及51.7%。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石油產生貿易市場比去年較為活躍，

帶動貯存設施及物流服務的需求增加。就此，本集團介紹新客戶使用輕油貯存罐，同時現有客戶

則繼續維持貯存量增長。於過去數年，本公司努力將燃料油貯存罐翻修為輕油貯存罐，以應對市

場變革。我們注意到輕油市況於二零一六年顯著回暖。有賴本公司努力不懈，以及市場環境的配

合，令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油品貯存罐的平均使用率達42%，二零一五年則為20%。期內化工品

貯存罐的平均使用率保持97%的高水平，兩個類別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平均出租率合共為

54.6%，雖然較去年上半年上升13.7個百分點，惟仍處於較低的水平，顯示小虎石化庫日後還有

很大的進步空間。 

 

東洲石化庫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東洲石化庫依然面對石油及石化市場的重重挑戰。期內，碼頭吞吐量較去

年同期增加81.8%，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油品調和市場環境轉好，令從事貿易業務並需要

調和服務的客戶對有關設施需求增加。本集團已盡最大努力發掘市場潛能以及拓展其油品及化工

品貯存量。貯存罐區於期內之平均出租率約為84.7%，而去年同期則為80.9%。與小虎石化庫相

同，東洲石化庫下半年的表現較上半年有大幅改善，我們預期此趨勢將會持續。 

 

 

固體化工品倉庫業務 
 

由於固體化工品市場放緩，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之收貨量及發貨量分別較去年同期減少19.2%及

12.2%，而部分現有客戶因他們生產及銷售活動下跌而沒有重續到期合約。因此，已租出平均面

積按半年減少7.2%。二零一六年之出租率約為76%，較二零一五年下跌6.1個百分點。 

 

小虎石化庫、東洲石化庫及固化倉庫中心於二零一六年之經營業績持續大幅改善。本集團會繼續

發掘市場潛能以及拓展其油品及化工品貯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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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財務數據 
 

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為小虎石化庫及東洲石化庫，小虎石化庫及東州石化庫之收入明細如下：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貯存及轉輸收入 44,883 74.5 38,683 72.8 

 

48,817 97.5 51,534 98.6 

港口收入 1,819 3.0 1,242 2.3  1,255 2.5 718 1.4 

固體化工品倉庫收入 13,558 22.5 13,258 24.9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小虎石化庫 

小虎石化庫期內就提供液態產品之碼頭、貯存以及轉輸設施業務之收入約為4,670萬港元，較去

年同期的3,990萬港元上升17.0%，與貯存罐使用率提高及碼頭吞吐量大幅上升相符，雖然貯存單

價因競爭激烈而輕微減少。 

 

固化倉庫中心收入期內增加2.3%。已租出平均面積由去年同期的82.2%減少至76.1%，然而，平

均單價因產品組合效應而增加19.3%。存放較為危險的貨品的出租面積增加，而危險程度較低的

貨品類別的出租面積有所減少。較為危險的貨品所須租金更高。因此，雖然所出租的整體面積減

少，但租金收入增加。 

 

 

東洲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就提供液態產品之碼頭、貯存以及轉輸設施之收入按人民幣（「人民幣」）計值輕微上

升。然而，兌換為港元後，期內之收入約為5,01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5,220萬港元微跌4.2%。

有關跌幅乃主要由於期間人民幣貶值對收入換算造成匯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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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隨著液化產品貿易市場自去年下半年開始持續復甦，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貯存設施及碼頭服務需

求保持暢旺平穩。儘管全球環境充滿種種不確定因素，期內的碼頭使用率得以增長。對於中國經

濟增長能否持續的憂慮、美國聯儲局期內加息以及第二季英國脫離歐洲聯盟的公投結果等議題，

均令全球經濟前景蒙上陰霾。 

 

 液化產品碼頭業務 

 

油價於二零一五年開始企穩。儘管全球經濟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經歷動盪，國際原油價格仍可保

持在相對窄幅度上落。這為區內的貿易活動提供穩定環境。我們在小虎石化庫進行的重油貯存罐

翻修工程，使我們有空間吸納貯存輕油產品的需求增長。於本年度下半年的早段，我們將為新客

戶提供40,000立方米的石油貯存罐容量。翻修工程預期於本年度第四季完成，屆時將會再有多

48,000立方米的貯存罐容量投入市場。東洲石化庫的液化天然氣項目進度平穩。我們正與戰略夥

伴集合新資源，以建設一支更強大的隊伍及搭建潛力更優越的業務模式。預期項目將可更充份善

用我們的設施及資源，於未來數年為本集團產生新收益。 

 

 固體化工品倉庫業務 
 

固化倉庫中心繼續為本集團提供穩定收入來源。其已建設成為專業及特定的物流中心，面向更加

重視產品安全及優質服務的區內高端客戶。中心將維持其質素及水準，以留住知名的跨國公司及

吸引新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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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止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止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變化 

 千元 千元 % 

    

收入 110,332 105,435 +4.6 

收入扣除直接成本及經營費用 17,996 10,509 +71.2 

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LBIT」） (11,665) (20,955) -44.3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43,949) (54,107) -18.8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EBITDA」） 46,651 43,547 +7.1 

毛利率 16.3% 10.0% +63.0 

淨虧損率 (42.0%) (54.7%) -23.2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1.18) (1.45) -18.6 

每股攤薄虧損（港仙） (1.18) (1.45) -18.6 

 

期內，本集團之財務表現持續改善。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增加

4.6%，由去年同期的1.054億港元增加至1.103億港元。改善乃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貯存設

施使用率表現好轉所致。期內，小虎石化庫之油品貯存所得收入為1,29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680萬港元增加89.7%，以及總成本由9,490萬港元輕微減少2.7%至9,230萬港元。因此，期內之經

營溢利為1,800萬港元，大幅增加71.2%，而毛利率則由二零一五年的10.0%升至二零一六年的

16.3%。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LBIT由去年同期2,100萬港元減少至1,170萬港元，

而EBITDA則由去年同期4,350萬港元上升至4,670萬港元。在經營溢利增加及因訴訟糾紛解決而

於二零一五年產生之費用630萬港元下，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由二零一五年同期的5,410萬港元減

少至4,390萬港元。期內，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按半年由1.45港仙減少至1.18港仙。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額約為4,130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5,270萬港元），資金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持有。 

 

於期內贖回可換股債券後，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為1.17（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0.85）。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定義為總負債除以總權益）為40.08（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6.44）。有關比率之增幅主要由於期內錄得虧損導致股東權益減少所致。 

 

 

財務資源 
 

現時現金儲備及經常性營運現金流量足以應付現時日常營運所需。集團將小心留意資本市場及債

務市場的狀況以及本集團最新發展之情況，從而確保善用財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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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償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為10.55億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1.26億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損益內確認的財務成本約為

3,040萬港元（二零一五年：3,700萬港元）。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五年，本公司合共發行5,000萬港元無抵押可換股債券，債券年息率為8%，並將於二零

一六年到期。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悉數贖回可換股債券之本金。可換股債券詳情載

於財務報表附註10(d)。 

 

 

稅項 
 

就香港利得稅而言，本集團期內錄得虧損。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中國附屬

公司之適用稅率為25%（二零一五年：25%）。 

 

 

匯率波動風險及有關對沖 
 

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持有。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營運支出

主要為人民幣，並常以人民幣收取收益。管理層認為本集團之匯率風險不大，並認為毋須採用衍

生工具進行對沖。 

 

由於本期間人民幣貶值，本集團於換算中國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上產生匯兌虧損460萬港元（二

零一五年：匯兌收益為1,000港元）。 

 

 

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就獲授之銀行融資，向貸款方提供本集團若干固定資產作為抵押品。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發展碼頭及購買港口和貯存設施而作出已訂約但未於中期財

務報告撥備之資本開支合共為1,800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0萬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發展碼頭及購買港口和貯存設施而作出未訂約但經董事會批

准且未於中期財務報告撥備之資本開支約為1.37億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0億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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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約有466名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5名）。對比有關市場情況下，僱員薪酬

保持在具競爭力之水平，並與表現掛鈎。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其他資料 

 

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並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

以及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a)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乃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所列明之原則及守則條文（「守

則條文」）為根本。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4.1及E.1.2條之規定，

詳情已載於二零一五年年報內，及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

六年七月十二日期間）之規定於下文披露。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上市發行人的主席與行政總裁職責須予以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擔

任。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公佈，楊冬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自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起生效。戴偉先生不再擔任行政總裁，自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起

生效，及將繼續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主席。董事會認為，更換行政總裁主要是本集團經營

規模擴大的所需，因此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有所區分將有助更及時地管理本集團事務及進

一步鞏固本集團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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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述變動生效起，本公司已符合守則條文第A.2.1條，戴偉先生將專注於本集團的整體策略

規劃及業務發展，而楊冬先生將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管理、行政工作及日常業務營運。 

 

本公司定期檢討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持續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b) 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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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均遵循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戴偉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戴偉先生（主席）、楊冬先生、馮志鈞
先生、劉志軍女士及張雷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偉強先生、陳振偉先生及章小婉
小姐。 

 

網站 :  www.hansenerg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