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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
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
意味著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鑑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
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不能保證在創業板買
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報告全部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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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
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中裕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報
告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諮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
確信：(1)本報告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真確及完整，且無誤導；
(2)本報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以致本報告之內容有所誤導；及(3)

本報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已經審慎周詳考慮，並按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
設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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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變動

%

營業額 476,717 347,913 37.0%

銷售管道燃氣 329,183 229,142 43.7%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 88,236 76,730 15.0%

毛利
（毛利率）

118,184

(24.8%)

98,631

(28.3%)

19.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 2,376 35,087 (93.2%)

EBITDA 60,458 54,73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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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57,995  187,218  476,717  347,913
銷售成本  (188,673 ) (124,921 ) (358,533 ) (249,282 )        

毛利  69,322  62,297  118,184  98,631
其他收入  138  1,407  3,077  3,697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11,840  13,164  14,203  43,778
銷售及分銷成本  (6,849 ) (5,123 ) (13,472 ) (10,332 )
行政開支  (29,388 ) (23,007 ) (66,119 ) (48,725 )
以股份支付  (783 ) (1,891 ) (2,077 ) (3,782 )
財務成本 6 (17,384 ) (8,748 ) (25,130 ) (24,147 )        

除稅前溢利  26,896  38,099  28,666  59,120
所得稅開支 7  (13,084 ) (8,165 ) (16,517 ) (14,312 )        

期內溢利 8  13,812  29,934  12,149  44,808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5,749  41  5,749  6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9,561  29,975  17,898  44,871
        

以下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7,281  22,835  2,376  35,087
  少數股東權益  6,531  7,099  9,773  9,721        

  13,812  29,934  12,149  44,808
        

以下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030  22,876  8,125  35,150
  少數股東權益  6,531  7,099  9,773  9,721        

  19,561  29,975  17,898  44,871        

每股盈利 9
 基本（每股港仙）  0.3688  1.1807  0.1206  1.8141
        

 攤薄（每股港仙）  0.3688  1.1745  0.1194  1.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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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5,618  5,57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910,943  696,702
商譽  100,793  100,793
其他無形資產  181,806  183,999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付之按金  45,467  46,097
預付租金  59,642  57,973
可供出售投資  2,870  2,847    

  1,307,139  1,093,985    

流動資產
存貨  49,971  36,217
貿易應收賬款 12 48,044  29,527
按金、預付款項及
 其他應收賬款  97,038  36,173
預付租金  1,630  1,617
合約工程應收客戶款項  7,202  6,081
抵押銀行存款  23,179  13,474
銀行結餘及現金  495,979  413,779    

  723,043  536,868    

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及已收墊款  135,500  108,421
衍生金融工具 13 4,995  2,986
貿易應付賬款 14 121,097  101,88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97,258  63,666
合約工程應付客戶款項  18,289  12,022
銀行借款  242,637  243,146
可換股債券 13  29,869  14,265
應繳稅項  13,062  17,143    

  662,707  563,536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60,336  (26,668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67,475  1,06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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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9,740  19,490 

儲備  822,697  791,301 

累積虧損  (124,363 ) (116,994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18,074  693,797 

少數股東權益  110,108  119,964     

權益總額   828,182  813,761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414,525  62,610 

可換股債券 13  86,489  128,382 

衍生金融工具 13  18,353  42,639 

遞延稅項負債  19,926  19,925     

  539,293  253,556    

權益及負債總額  1,367,475  1,06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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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購股權  物業重估    法定盈餘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  匯兌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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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重列） 19,341  617,376  20,971  1,128  7,607  –  104,032  (114,668 ) 655,787  105,588  761,375                     

期內溢利 –  –  –  –  –  –  –  35,087  35,087  9,721  44,808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  63  –  63  –  6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63  35,087  35,150  9,721  44,871                     

行使購股權 3  114  (25 ) –  –  –  –  –  92  –  92
購回及已註銷之股份 (11 ) (397 ) –  –  –  –  –  –  (408 ) –  (408 )
以股本結算及以股份形式
 作出之付款 –  –  3,782  –  –  –  –  –  3,782  –  3,782
轉撥 –  –  –  –  20,204  –  –  (20,204 ) –  –  –
附屬公司已向其少數股東
 支付的股息 –  –  –  –  –  –  –  –  –  (20,600 ) (20,600 )
收購產生之少數股東權益 –  –  –  –  –  –  –  –  –  5,078  5,078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9,333  617,093  24,728  1,128  27,811  –  104,095  (99,785 ) 694,403  99,787  794,190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19,490  625,142  24,258  1,128  7,607  22,386  110,780  (116,994 ) 693,797  119,964  813,761                     

期內溢利 –  –  –  –  –  –  –  2,376  2,376  9,773  12,14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  5,749  –  5,749  –  5,74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5,749  2,376  8,125  9,773  17,898                     

轉撥至法定盈餘儲備 –  –  –  –  –  9,745  –  (9,745 ) –  –  –
確認以股本結算及以
 股份形式作出之付款 –  –  2,077  –  –  –  –  –  2,077  –  2,077
行使購股權 138  4,428  (496 ) –  –  –  –  –  4,070  –  4,070
附屬公司已向其少數股東
 支付的股息 –  –  –  –  –  –  –  –  –  (19,629 ) (19,629)
轉換可換股債券發行之股份 112  9,893  –  –  –  –  –  –  10,005  –  10,005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9,740  639,463  25,839  1,128  7,607  32,131  116,529  (124,363 ) 718,074  110,108  82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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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33,713  58,651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238,081 ) (69,540 )

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286,568  1,47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82,200  (9,416 )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13,779  488,159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銀行結餘及現金 495,979  47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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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給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創業板規定之適用披露資料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等報告乃根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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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其於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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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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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導致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
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斷定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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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業額之
分析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管道燃氣 329,183  229,142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入 88,236  76,730
銷售液化石油氣 19,045  14,195
經營壓縮天然氣（「壓縮天然氣」）
 加氣站 34,587  22,635
銷售火爐及相關設備 5,666  5,211   

 476,717  34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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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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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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產品及服務種類上。每類產品及服務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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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號釐定之業務分部如下：

(a) 銷售管道燃氣

(b) 來自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入

(c) 銷售液化石油氣

(d) 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e) 銷售煤層氣（「煤層氣」）

(f ) 銷售火爐及相關設備

以下為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按營運分部之分析：

有關上述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表

   燃氣管理    經營  
 銷售管道  建設之  銷售液化  壓縮天然氣  銷售  
 燃氣  接駁收益  石油氣  加氣站  煤層氣  其他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29,183  88,236  19,045  34,587  –  5,666  476,717
             

分部業績 (1,389 ) 39,698  (784 ) 23,633  (2,150 ) 3,039  62,047
           

利息及其他收入             3,077
中央企業開支             (25,531 )
融資成本             (25,130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13,652
購回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551             

除稅前溢利             28,666
所得稅開支             (16,517 )             

期內溢利             1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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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收益表

   燃氣管理    經營  
 銷售管道  建設之  銷售液化  壓縮天然氣  銷售  
 燃氣  接駁收益  石油氣  加氣站  煤層氣  其他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29,142  76,730  14,195  22,635  –  5,211  347,913
             

分部業績 10,324  40,171  219  5,146  (2,208 ) 2,727  56,379
           

利息及其他收入             3,696
中央企業開支             (20,586 )
融資成本             (24,147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40,041
購回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3,737             

除稅前溢利             59,120
所得稅開支             (14,312 )             

期內溢利             44,808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之變動 13,652  40,041

購回可換股債券之收益（附註） 551  3,737   

 14,203  43,778
   

附註：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向五名機構認購人發行本金額合共
40,000,000美元、於二零一二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債券」），於二零零九
年三月十一日，本集團與其中一名債券持有人（「甲債券持有人」）訂立購買協
議，據此本公司同意以本金額之80%購回而甲債券持有人同意出售本金總額
約為5,000,000美元之未贖回債券。此外，本公司已向甲債券持有人支付截
至完成上述協議當日之所有應計利息。上述交易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四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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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與債券持有人（「乙債券持有人」）訂立一
項有條件協議（「修訂協議」），據此，本公司與乙債券持有人有條件同意修訂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根據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訂立之債
券認購協議向乙債券持有人發行本金總額為35,000,000美元及於二零一二年
到期之債券之現有條款及條件，以換取本公司向乙債券持有人購回本金總額
為14,000,000美元之40%未兌換債券（「購回債券」），購買價為購回債券本
金額之110%連同截至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八日購回債券之全部應計而未付利
息及向乙債券持有人支付頭期款總額150,000美元。有關上述交易之詳情，
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刊發之通函（「該通函」）。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批准修訂協議之普通決議案已在本公司之股東特別
大會上獲獨立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上述關連交易已於二零零九年
五月十八日完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按照修訂協議，本集團已從乙債券持有人強制
贖回本金總額4,400,000美元的22%未兌換債券（「贖回債券」），贖回金額相
當於贖回債券本金額的110%，連同贖回債券的所有應計及未付利息。

6.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0,175  9,457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開支 14,955  14,690   

 25,130  2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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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186  7,673

股息留抵稅 4,331  6,639   

 16,517  14,312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零八年收入條例草案，將
企業利得稅稅率由17.5%調低至16.5%，自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課稅年
度起生效。因此，香港利得稅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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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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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寬免。上述中國附屬公司之
稅項優惠安排將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一年到期。根據新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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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豁免遵守企
業所得稅法兩年，而其後三年則獲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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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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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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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0,000港元。



��

8.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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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0  14,844
 無形資產攤銷 2,387  4,101   

 折舊及攤銷總額 19,517  18,945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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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1  22,835  2,376  35,087

        

 於六月三十日 於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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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008  1,934,009  1,970,965  1,934,107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本公司發行之購股權 –  10,264  19,373  13,520        

用以計算每股
 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974,008  1,944,273  1,990,338  1,947,627

        

所採用之分母與上文詳述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時所採用者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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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或宣派股息，自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起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二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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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358,000港元（二零零
九年：46,231,000港元）。

12. 貿易應收賬款

於結算日，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34,301  26,925

超過一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4,673  2,594

超過三個月但不超過六個月 101  8

超過六個月 8,969  –   

 48,044  2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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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換股債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可換股債券之嵌入式衍生工具之變動
載列如下：

   嵌入式
 負債  衍生工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142,647  45,625  188,272

期內購回，扣除產生之成本 (32,819 ) (5,484 ) (38,303 )

期內轉換 (6,865 ) (3,140 ) (10,005 )

利息支出 14,955  –  14,955

已付利息 (1,560 ) –  (1,560 )

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 –  (13,653 ) (13,653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16,358  23,348  139,706
     

14. 貿易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天 73,639  71,947

31-90天 24,528  7,253

91-180天 5,816  2,544

超過180天 17,114  20,143   

 121,097  101,887
   

15. 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除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收購事
項、出售事項或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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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綜合流動資產約723,043,000港
元，其流動比率約為1.1倍。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
債比率約為93.4%，以綜合計息借款總額約773,519,000港元佔綜合股東
權益總值約828,182,000港元之比率計算。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有綜合銀行結餘及現金約495,979,000港元。綜合貿易應收賬款
約達48,044,000港元，而綜合貿易應付賬款則約達121,097,000港元。

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一般以內部所得資源及借
款為其業務提供資金。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所有借款均為有抵押
或無抵押及根據一般商業條款訂立。

營運資金

鑒於本集團現時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穩健及並無不可預見之情況發生，
董事認為本集團有充裕營運資金應付目前所需。

匯率波動之風險

於回顧期內，由於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大部分以人民幣或美元為單
位，以及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進行其業務交易，因此本集團僅面對輕微
之匯率波動。本集團預期，人民幣兌美元之升值在可見將來將會持續。
因此，本集團認為，由於本集團之匯率風險並不重大，故本集團並無以
任何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共有1,958名僱員（二零
零九年：1,930名），於回顧期間內薪酬總額約為46,487,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36,681,000港元）。本集團超過99.7%之僱員均位於中國。本集
團薪酬及花紅政策乃根據個別僱員之表現而定。

董事酬金由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決定，並參考本公司之營運業績、個別
人士表現及可資比較之市場統計數據。

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集團若干僱員以及其他提供類
似服務之個別人士可獲授購股權購入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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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資產。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未來計劃之詳情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
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業務回顧

整體回顧

我們為在中國發展由逆流資源開發至順流分銷之垂直式綜合燃氣業務之
先行者。於回顧年度內，我們主要從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i)
煤層氣（「煤層氣」）之勘探、開採及開發及(ii)發展及建設燃氣管道網絡
以及銷售管道燃氣及銷售來自壓縮天然氣（「壓縮天然氣」）汽車加氣站之
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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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提高本集團之溢利能力，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進軍逆
流中國煤層氣供應市場。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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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成功完成鑽探焦作市之33個垂直井，
全部自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已進入降水及排氣工程，部分至今為止一直取
得理想結果。於二零零八年四月，本集團委聘Netherland, Sewell & 
Associates, Inc.（「NSAI」，一家著名能源研究公司））編製獨立報告以
確認本集團煤層氣礦床之範圍。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焦作市煤層氣



��

礦床之低、中及高燃氣量之估計分別為約41,669億立方英呎（約1,180億
立方米）、59,163億立方英呎（約1,675億立方米）及92,756億立方英呎
（約2,627億立方米）。該結果顯示，焦作市煤層氣礦床均有大量煤層氣
儲備，與由相關當地煤層氣勘探機關進行及曾由本集團公佈之初步燃氣
量估計相若。展望未來，本集團將進一步擴展焦作市煤層氣礦床之試探
及勘探以及更佳掌握其預計儲備，旨在加快煤層氣之商業生產。

順流天然氣分銷

本集團之順流天然氣分銷主要包括銷售管道燃氣、燃氣管道建設及銷售
來自壓縮天然氣汽車加氣站之天然氣。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取得十一個獨家燃氣項目，其中三
個位於中國山東省，八個位於中國河南省。

於本集團燃氣項目所經營之城市目前擁有之總可接駁城市人口約為
3,284,000人。預計該等城市之可接駁住宅用戶總共約為925,200戶。

為提高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自二零零七年九月起，本集團開始在中
國發展壓縮天然氣汽車加氣業務。中國山東省臨沂市及中國河南省漯河
市兩間壓縮天然氣加氣站已建成並開始作營運。於二零零九年三月，本
集團完成位於中國河南省濟源市新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建設工程，該壓
縮天然氣加氣站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其商業營運。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一間位於中國河南省三門峽市的壓縮天然氣加氣站竣工並開始
營運。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七日，本集團收購了一家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南京
裕聯壓縮氣有限公司（「南京裕聯」）的全部股權。南京裕聯為一家投資控
股公司，除持有南京裕聯天然氣加氣有限公司（「南京裕聯天然氣加氣」）
70%股權外並無其他業務。南京裕聯從中國南京當局取得許可，可於南
京建造合共八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於本年度內，南京裕聯天然氣加氣
已於南京建造一間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並開始其營運。未來，本集團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前分別在漯河市及南京市建造兩座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以提
高本集團市場份額。

為舒緩天然氣供應短缺及應付對潔淨能源之龐大需求，興建西氣東輸天
然氣運輸項目之第二管道之建設工程計劃於二零一零年底前完成並於二
零一一年初開始其商業營運計劃。為確保本集團於未來之天然氣供應，
及進一步開發本集團於漯河市、濟源市及三門峽市（將覆蓋西氣東輸天然
氣管道運輸網絡）之順流天然氣分銷業務，本集團分別與當地天然氣供應
商訂立了三份天然氣銷售及運輸框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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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燃氣銷售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9%之管道燃氣總銷量乃源自
提供天然氣。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向其客戶提供之天然氣單位總額約
為141,565,900立方米（二零零九年：103,675,200立方米）。

燃氣管道建設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為26,636個住宅用
戶（二零零九年：24,815個住宅用戶）及129個工╱商業客戶（二零零九
年：93個工╱商業客戶）接駁新燃氣管道。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已累積370,406個住宅用戶（二零零九年：258,377個住宅用戶）及
1,449個工╱商業客戶（二零零九年：1,191個工╱商業客戶）。於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滲透率達40%（二零零九年：29%）（指累積住
宅用戶數目佔可接駁住宅用戶之估計總數之百分比）。

銷售來自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天然氣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向其客戶提供之壓縮天然氣之總單位約為
14,547,340立方米（二零零九年：6,601,000立方米）。

銷售液化石油氣

銷售液化石油氣並非本集團之核心業務。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已售出
約3,103噸瓶裝液化石油氣（二零零九年：3,200噸）。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476,717,000港元，
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約347,913,000港元增長37.0%。營業額增長主要由於
銷售管道燃氣及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大幅增長所致。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管 道 燃 氣 銷 售 額 約 為
329,183,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約43.7%。銷售管道燃氣迅速
增長主要由於接駁家庭及工╱商業用戶數目增加，以及燃氣消耗總量增
加所致。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約為
88,236,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約15.0%。燃氣管道建設之接
駁收益增加主要由於在回顧期間為住宅用戶完成接駁燃氣管道之工程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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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整體毛利率約為24.8%（二零零九
年：28.3%）。毛利率下跌主要由於管道燃氣銷售營業額的比例，由二零
零九年同期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65.9%，上升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約69.1%所致，而管道燃氣銷售的邊際利潤通常較低。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於二零零七
年六月發行之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非現金收益約為
13,65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40,041,000港元）。本集團亦因於回顧期
間內購回4,400,000美元的債券而錄得收益約551,000港元。

經營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開支（包括銷售及分銷成
本以及行政開支）由二零零九年同期約59,057,000港元增長34.8%至約
79,591,000港元。經營開支增加主要源於中國僱員的工資及花紅增長導
致薪酬成本增加。

以股份支付款項

本集團就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授出之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錄得以股份支付款項之開支約為2,077,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3,782,000港元）。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成本由二零零九年同期約
24,147,000港元上升4.1%至約25,130,000港元。財務成本上升主要由
於平均借款增加導致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銀行借款利
息增至約10,17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9,457,000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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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
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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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寬免。上述中國
附屬公司之稅項優惠安排將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一年到期。根據新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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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集團實體可獲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兩年，而其後三年則獲50%寬免（不
論其申報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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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派之集團間股息繳付股
息預扣稅約為4,33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6,639,000港元）。

因此，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得稅開支約達
12,18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7,673,000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溢利約為2,37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5,087,000港元）。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攤銷前之盈利（「EBITDA」）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EBITDA（不包括其他收入
及其他損益）自二零零九年同期約54,737,000港元增長至約60,458,000

港元，增幅為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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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由於中國國內的經濟商業環境理想，加上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令管道燃氣
使用的需求不斷增加，預期天然氣市場可繼續穩步成長，本集團對其未
來前景充滿信心。未來本集團會拓展其順流天然氣分銷業務，重點發展
高利潤的工商業用戶和加氣站市場，力爭於現時經營業務的九個城市提
高其滲透率。

除上述策略外，本集團現正謹慎尋找合適之投資機會。憑藉我們穩健之
財務狀況，以及順流項目所產生之穩定現金流量，我們相信可審慎地增
加我們之市場滲透率。同時，我們亦致力透過與業內具規模前景之同業
合作以提升營運效率。我們深信，中裕燃氣具備充裕實力以面對全球經
濟環境所帶來之挑戰以及擴大股東之回報。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七日，本公司董事會接獲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燃氣」，一間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號：384）旗下一間全資子
公司提出的自願有條件現金及證券交易要約（「要約」），以收購本公司全
部已發行股本。代價將以現金及中國燃氣的普通股支付。根據本公司與
中國燃氣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六日刊發的聯合公佈，被中國燃氣收購
後，本公司仍將遵照上市規則維持其公眾持股量不少於25%。收購建議
詳情載於，本公司與中國燃氣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六日刊發的聯合公
佈、中國燃氣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刊發的要約文件及本公司於二零
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刊發之回應文件內。

按照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的公佈，
由於要約文件的「麥格理資本證券函件」內「要約條件」一節所載的全部
條件均已達成或獲中國燃氣的全資子公司Rich Legend International 

Limited（「要約人」），故要約人宣佈，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三日，要
約就所有方面而言已成為無條件。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要約人已分
別接獲56.33%的股份要約及98.60%的期權要約接納表格，惟並無接獲
可換股債券要約的接納。要約人並未將要約延期或修訂要約。

然而，和眾及管理層股東並無就彼等持有的所有股份（即要約文件及回應
文件所載之946,921,542股股份）交回股份要約的接納，因此違反了彼等
各自於不可撤回承諾項下就彼等持有的所有股份接納股份要約的責任。
要約人及中國燃氣現正評估彼等就上述違反不可撤回承諾行為的方案選
擇，並將採取彼等可能認為適當的措施（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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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完 成 轉 讓 由 本 公 司 各 股 東 就 股 份 要 約 向 要 約 人 發 出 接 納 的
1,111,934,142股股份後，292,454,000股本公司股份將由獨立於本公
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的
公眾持有，佔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及投票權的約
14.82%。因此，本公司將不符合上市規則第11.23條項下所載最低公眾
持股量的規定。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臨時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1.23條項下公眾持股量的規定，自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起計，為期六
個月。要約人董事及將獲委任至本公司董事會的本公司新董事將盡快採
取適當步驟恢復上市規則第11.23條項下所規定的最低公眾持股量。

權益披露

(a) 董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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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及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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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
或(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之規定有關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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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亮先生 1  956,923,542 實益權益及 49.39%

    於法團中
    擁有權益

郝宇先生 2  1,010,759,542 實益權益及 51.2%

    於法團中
    擁有權益

魯肇衡先生 3  8,004,000 實益權益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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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在該等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中，945,755,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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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權益。11,168,000股相關股份中餘下10,002,000股乃於按行使價
每股0.31港元行使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採納之購股
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所附權利時配發及發行。

2. 在該等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中，945,755,542股股份由和眾持有。
郝宇先生於和眾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40%權益。其餘8,004,000股及
57,000,000股相關股份乃於分別按行使價每股0.31港元及每股0.56港
元行使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授出之
購股權所附權利時配發及發行。

3. 於該等股份或相關股份中，1,000,000股股份由魯肇衡先生持有，
4,004,000股及3,000,000股相關股份乃於分別按行使價每股0.31港元
及每股0.80港元行使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採納的購
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所附權利時配發及發行。

於本公司股份之淡倉：

  股份及╱  佔已發行
  或相關  股本概約
董事姓名 附註  股份性質 權益類別 百分比

郝宇先生 1  65,004,000 實益權益 3.29%

許永軒先生 2  5,004,000 實益權益 0.25%

呂小強先生 3  12,000,000 實益權益  0.61%

羅永泰教授 4  2,000,000 實益權益 0.10%

孔敬權先生  4  2,000,000 實益權益 0.10%

附註：

1. 8,004,000股及57,000,000股相關股份乃於分別按行使價每股0.31港元
及每股0.56港元行使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採納之購
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所附權利時配發及發行。

2. 5,004,000股相關股份乃於按行使價每股0.31港元行使根據本公司於二
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所附權利時配
發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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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000,000股及3,000,000股相關股份賦予其持有人權利，根據本公司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分別按行使價每股0.56

港元及每股0.80港元認購股份。

4. 該等相關股份賦予其持有人權利，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
四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按行使價每股0.80港元認購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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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及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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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條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
(iii)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
權益及淡倉。

(b) 本公司主要股東權益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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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及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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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直接或間接擁有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達5%或以上之權
益︰

於股份之好倉

   佔權益
股東名稱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和眾 實益權益 945,755,542 47.91%

Perry Capital (Asia)

 Limited 投資管理人 348,254,336 17.64%

Perry Capital LLC 投資管理人 348,254,336 17.64%

Perry Corp. 投資管理人 348,254,336 17.64%

Perry Richard Cayne 於法團中擁有權益 348,254,336 17.64%

Perry Partners

 International, Inc. 實益權益 284,342,899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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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和眾實益擁有945,755,542股股份。王文亮先生及郝宇先生於和眾之已
發行股本中分別實益擁有60%及40%權益。

2. 根據聯交所網站所示權益披露之網頁，Perry Richard Cayne持有
Perry Corp.之100%股 權， 而Perry Corp.則 持 有Perry Capital 

LLC之40%股 權，Perry Capital LLC亦 持 有Perry Capital (Asia) 

Limited之100%股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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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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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及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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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直接或間接擁有可在任何情
況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之任何類別股
本面值達5%或以上之權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所有規
定，惟下述偏離者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以特定任期委任，並須予重選。
本公司偏離此條文，所有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然而，彼等
須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合
資格膺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順龍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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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34條規則所載之董事會常規及程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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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股份。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文亮先生（主席兼行政總
裁）、魯肇衡先生及呂小強先生（財務總監）；非執行董事許永軒先生（副
主席）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順龍先生、羅永泰教授及孔敬權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文亮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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