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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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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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9）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長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9,861 31,293
銷售石油 5,669 12,581
利息收入 14,192 18,406
其他 – 306

採購、加工及相關開支 (4,670) (10,674)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5 1,012 (487)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淨虧損 6 (11,901) (19,588)
贖回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之收益 – 328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 (7,859) (7,336)
折舊 (643) (5,364)
金融資產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回（撥備）：
應收貸款及利息 15,136 (5,130)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680) (316)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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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備 7 – (14,126)
其他費用 (8,146) (5,521)
融資成本 8 (106) (1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2,004 (37,066)
所得稅抵免（開支） 9 131 (2,192)

本期間溢利（虧損） 10 2,135 (39,258)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可能隨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之公允值淨（虧損）收益 (1,260) 7,802
贖回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時撥回 – (328)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662) (337)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收益，扣除所得稅 (2,922) 7,137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787) (32,121)

下列人士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217 (39,258)
非控股權益 (82) –

2,135 (39,258)

下列人士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05) (32,121)
非控股權益 (82) –

(787) (32,12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12 0.04 港仙 (0.75)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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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勘探及評估資產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0 605
使用權資產 13 3,335 –
無形資產 420 420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 14 128,933 123,022
應收貸款及利息 15 – 33,000

非流動資產總額 133,198 157,047

流動資產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 14 19,351 18,804
存貨 236 –
應收貸款及利息 15 157,532 152,688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16 14,763 9,296
其他可收回稅項 1,032 881
可收回所得稅 1,827 1,089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7 25,634 37,05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3,550 92,400

流動資產總額 333,925 312,21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18 15,288 16,913
應繳所得稅 3,524 4,796
租賃負債 3,056 3,612

流動負債總額 21,868 25,321

流動資產淨值 312,057 286,89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45,255 44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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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8 47

租賃負債 2,138 –

非流動負債總額 2,146 47

資產淨值 443,109 443,89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2,403 52,403

儲備 390,788 391,49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43,191 443,896

非控股權益 (82) –

權益總額 443,109 44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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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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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報，港元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另有註明者外，所
有款項已捨入至最接近之千位數（千港元）。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造成的額外會計政策外，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式與編製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者一致。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於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及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概念框
架指引之修訂本及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概念框架指引之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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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重大之定義」之修訂本之影響

該等修訂本提供重大的新定義，列明「倘資料遭忽略、錯誤陳述或隱瞞時可合理預期
會影響一般用途財務報表主要使用者根據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的決定，而該等財務報表
為有關特定實體的資料，則資料屬重大」。該等修訂本亦澄清重大與否視乎資料的性
質或幅度，並在財務報表（作為整體）中以單獨或與其他資料合併呈列作考量。

於本期間應用該等修訂本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應用該等修訂本對呈列或披
露的變動（如有）將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3. 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來自石油勘探及生產、放債及投資證券業務。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石油 5,669 12,581

放債業務利息收入* 8,845 13,942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透過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利息收入* 5,347 4,464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股息及利息收入 – 306

19,861 31,293

* 根據有效利息法

於回顧期間，除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範圍外之股息收入及利
息收入外，收入乃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一旦原油的控制權從本集團轉移至客戶時即確認銷售石油之收入。收入根據於銷售時點與
客戶議定之油價計量。

此與各可呈報分類披露之收入資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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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乃根據呈報予代表董事會之主要營運決
策人員以作出分配資源予分類及評估其表現之資料而作出。本集團亦據此作出分類之基準
安排及組成。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之經營分類如下：

(i)  石油勘探及生產
(ii)  放債
(iii)  投資證券

分類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石油勘探
及生產 放債 投資證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來源 5,669 8,845 5,347 19,861

業績
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 
撥回（撥備）前分類業績 (2,252) 8,874 (6,662) (40)
預期信貸虧損撥回（撥備） – 15,136 (680) 14,456

分類業績 (2,252) 24,010 (7,342) 14,416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669
企業開支 (12,975)
融資成本 (106)

除稅前溢利 2,004
所得稅抵免 131

本期間溢利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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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石油勘探
及生產 放債 投資證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來源 12,581 13,942 4,770 31,293

業績
減值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撥備前分類業績 (3,865) 13,967 (14,518) (4,416)

減值虧損撥備 (14,126) – – (14,126)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 (5,130) (316) (5,446)

分類業績 (17,991) 8,837 (14,834) (23,988)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358)

企業開支 (12,575)

融資成本 (145)

除稅前虧損 (37,066)

所得稅開支 (2,192)

本期間虧損 (39,258)

分類業績為各分類在未分配若干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企業開支、融資成本及所得稅抵
免（開支）所產生之虧損╱賺取之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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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石油勘探及生產 4,433 5,645

放債 160,016 206,630

投資證券 180,249 180,290

分類資產總額 344,698 392,565

未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485 520

使用權資產 3,335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1,276 70,433

其他未分配資產 7,329 5,746

綜合資產 467,123 469,264

分類負債
石油勘探及生產 3,808 3,108

放債 2 419

投資證券 8 47

分類負債總額 3,818 3,574

未分配：
租賃負債 5,194 3,612

其他負債 15,002 18,182

綜合負債 24,014 25,368

就監察分類表現及將資源分配至各分類而言：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類，惟不包括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若干銀
行結餘及現金以及若干其他資產；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類，惟不包括租賃負債及若干其他負債。

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來自石油勘探及生產、放債及投資證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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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517 163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496 (488)

其他 (1) (162)

1,012 (487)

6.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淨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淨虧損 7,353 19,232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已變現淨虧損 4,548 356

11,901 19,588

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備 – 14,126

8.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負債利息 106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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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 – (2,29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69) –

阿根廷
－就收取集團實體利息收入之已付預扣稅 – (300)

(69) (2,59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香港 – 70

中國 161 54

遞延稅項 39 282

於損益內確認之所得稅抵免（開支） 131 (2,192)

合資格集團實體之香港利得稅按8.25%之稅率就估計應課稅溢利首2,000,000港元計算，並按
16.5%之稅率就超過2,000,000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於回顧期間，並無於香港產生應
課稅溢利。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回顧
期間之稅率為25%。由於上一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本集團就收取一間阿根廷附屬公司利息收入繳納之阿根廷預扣稅乃根據上一個期間有關收
入按稅率3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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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期間溢利（虧損）

本期間溢利（虧損）乃經扣除以下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20 3,230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523 2,134

折舊總額 643 5,364

員工成本
－ 董事酬金 1,388 1,448

－ 其他員工成本 5,726 5,210

－ 其他員工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745 678

員工成本總額 7,859 7,336

專業及諮詢費用 5,178 2,648

11. 股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派付、宣派或擬派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而自報告期末後概無擬派任何股息。

1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虧損）：
就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2,217 (3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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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5,240,344 5,240,344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
司股份之平均市價，於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時並無假設購股權已獲
行使。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四日，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已失效。

13. 使用權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訂立若干新租賃協議，租期介乎一年至三年。於租賃開始時，本集團
確認使用權資產3,85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及租賃負債
3,85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4.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於香港或海外上市之債務證券，固定年利率介乎 

 4.70%至11.75%（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70%至11.75%）及到期日介乎二零二零年 

 七月十九日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二零二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 148,284 141,826

分析如下：
即期部份 19,351 18,804

非即期部份 128,933 123,022

148,284 141,826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
務工具以公允值列賬，並根據聯交所或其他認可證券交易所所報之市場收市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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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乃按十二個月預期信貸虧損基準計量信貸虧損撥備
之上市債券，乃由於自初始確認後該等金融工具之信貸風險並無顯著增加。本集團參考評級機
構對債券投資之信貸評級、影響各發行人各自行業之宏觀經濟因素、各債券投資之企業歷史違
約率及損失率以及違約風險，評估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預期信貸虧損。
本集團於評估時亦考慮影響各發行人各自行業之宏觀經濟因素及近期之前瞻性資料，例如國民
生產總值增長及失業率，並根據不同之經濟環境前景狀況進行調整。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確認預期信貸虧損撥備68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16,000港元）。

15. 應收貸款及利息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定息貸款 193,172 241,365

應收利息 17,979 13,078

211,151 254,443

減：減值撥備 (53,619) (68,755)

157,532 185,688

分析如下：
即期部份 157,532 152,688

非即期部份 – 33,000

157,532 185,688

分析如下：
有抵押 153,532 158,619

無抵押 4,000 27,069

157,532 185,688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收貸款之年利率介乎8%至18%（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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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應收貸款及利息按各合約到期日之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貸款及利息：
一年內或按要求 157,532 152,688

一年以上但兩年內 – 33,000

157,532 185,688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應收貸款及利息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回15,136,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預期信貸虧損撥備5,130,000港元）已於損益確認，主
要為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確認為信貸減值之貸款之收回。

16.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附註(i)） 645 1,261

按金及預付款項 4,722 4,693

石油勘探及生產業務持有的按金 1,788 1,676

其他（附註(ii)） 7,608 1,666

14,763 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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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阿根廷業務的石油售價乃按美元計值及轉換為阿根廷比索以開出發票。本集團給予平
均30至60日的信貸期。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貿易款項64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261,000港元）之賬齡為30日內，既未逾期亦無減值。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將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並釐定客戶之信貸限額。
客戶之限額及信貸質素乃定期覆核。

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簡易法之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為所有應收貿易款項
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應收貿易款項已根據攤佔信貸風險特點及透過前瞻性估計調整之
觀察所得的歷史違約率評估。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款項結餘之賬齡在
60日信貸期內，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撥備並
不重大。

(ii) 此款項包括就於香港之證券投資活動存放於證券經紀之款項6,331,000港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05,000港元）。

(iii) 由於本公司董事認為應收其他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金額並不重大，因此並無確認該金
額。

17.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 於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25,634 37,059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市股本證券按公允值列賬，並
根據聯交所所報之市場收市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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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 1,693 866

應付其他稅項 1,774 1,644

應計專業費用 8,262 10,719

應付其他款項及應計費用 3,559 3,684

15,288 16,913

以下為應付貿易款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693 866

採購貨物之平均信貸期為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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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無）。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主要從
事石油勘探及生產、放債及投資證券業務。

全球爆發COVID-19所帶來的健康危機對多個國家及其經濟構成了重大威脅，並對
全球及本地投資市場造成極大不明朗因素以及國際油價波動。於二零二零年上半
年，由於主要產油國之間未能就減產達成共識，以及主要石油購買國就其庫存水
平採取不同之應對措施，因此國際油價的波動進一步加劇。在此宏觀經濟背景下，
加上中美之間之持續爭端從貿易延伸至科技領域，以及香港發生的社會事件，本
集團是處於一些前所未見的市況下營運。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採取審慎方式管理其業務，並得以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2,21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虧損39,258,000港元），主要由於應收
貸款及利息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回15,13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預期
信貸虧損撥備5,130,000港元）、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淨虧損減少至
11,90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9,588,000港元）及本集團於阿根廷之油
氣資產並無減值虧損（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減值虧損14,126,000港元）所致。
每股基本盈利為0.04港仙，而上一個中期期間則為每股基本虧損0.75港仙。於二零
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之收入下跌37%至19,86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31,293,000港元），主要由於石油業務及放債業務之收入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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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勘探及生產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進行位於阿根廷門多薩省Cuyana盆地Chañares 

Herrados區（「CHE油田開採權區」）之石油勘探及生產業務。Chañares Energía 

S.A.（「Chañares」）為CHE油田開採權區的開採權持有人。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南興有限公司（「南興」）與
Chañares訂立合營協議（「2010年合營協議」）。根據2010年合營協議（其中包括），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EP Energy S.A.（「EP Energy」）在當前及未來年度直至CHE

油田開採權區期限結束為止，有權於CHE油田開採權區進行鑽探及投資，且有權
從EP Energy所鑽探之油井所生產之碳氫化合物分成72%。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EP Energy、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有成投資有限公司
（「有成」）與Chañares訂立營運協議（「營運協議」）。根據營運協議（其中包括），
Chañares同意解除EP Energy於2010年合營協議作出的投資承諾，然而，EP Energy

可於CHE油田開採權區之期限內保留鑽探及投資CHE油田開採權區之權利。營運
協議確認有成有權享有五口油井產量之51%權益，EP Energy則有權享有其他五口
油井產量之72%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石油勘探及生產業務產生收入5,669,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2,581,000港元），並錄得減值虧損撥備前經營虧損2,252,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3,865,000港元）。業務收入減少乃石油產量減少約
43%（減少之主要原因於下文闡述）及YPF Sociedad Anonima（「YPF S.A.」）（一間阿
根廷國營石油公司，為本業務產出的主要買家）所要約之原油平均售價由上一個
中期期間的平均每桶52.1美元，隨著國際油價自二零二零年三月以來呈下跌趨勢，
下跌至本中期期間的每桶44.5美元之綜合影響。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之公佈所披露，由於爆發COVID-19所造
成之情況以及阿根廷國家及省級當局所採取之措施，導致對燃料之需求急劇下
跌。因此，YPF S.A.已被迫停止及╱或減少其煉油廠之產量，並暫停購買原油，
引致Chañares決定從二零二零年四月中起暫停Chañares Herrados油田開採權區
（「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之營運，繼而令CHE油田開採權區（屬於Chañares油田
開採權區其中一部份）減少石油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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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初，隨著疫情緩和後，門多薩省碳氫化合物部門告知本集團，
YPF S.A.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期間重新開始購買原油，而正如Chañares最近所告知，
YPF S.A.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中後恢復購買原油，而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包括
CHE油田開採權區）的石油生產已相應地重新開始。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之通函所披露，由於Chañares未能履行
其投資承諾，故門多薩省執行人員已發出政府令，終止CHE油田開採權區，隨
後，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CHE油田開採權區屬於其中一部份）已提供予其他投
資者根據招標程序競投。本集團明白，於中標者接管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之前，
Chañares可以繼續經營CHE油田開採權區，並根據先前所獲授之相同合約條件向
政府支付相同費用、專利費及其他付款，及應能開採及出售石油，並應繼續支付
費用、專利費及其他付款，而邏輯上僅就開採權持有人獲允許開採及出售石油之
情況下才應支付有關款項。因此，Chañares已繼續向本集團提交包含每日產量及
銷量之每日生產報告，以及包含產量及銷量、售價、銷售收入及經營開支之每月
報告，以供計算本集團與Chañares之間於營運協議項下之利潤分配（除如上文所述
Chañares暫停營運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期間以外）。預期本集團將繼續有權根據
營運協議分成其產量直至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根據招標程序交付予中標者為止。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之通函所披露，經過適當評估有關
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CHE油田開採權區屬於其中一部份）之數據及資料後，本
公司擬透過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根據招標程序就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提交一項
投標要約。此外，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之公佈所述，基於各種原因，批准提交投標要約之股東大會及招標程序時
間表已延期。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股東大會及招標程序另行發表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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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債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放債業務之收入及業務溢利（計入預期信貸虧損撥
回或撥備前）分別減少37%至8,84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3,942,000港
元）及36%至8,87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3,967,000港元）。該等減少
主要由於本中期期間授予借款人之平均貸款金額減少。於向潛在借款人授出貸款
之前，管理層進行內部信貸評審機制以評估個別借款人之信貸質素，並釐定向借
款人授出之信貸額度。授予借款人之信貸額度由管理層定期審閱。於中期期間，
管理層於管理放債業務時採取審慎態度。於回顧期間，已確認預期信貸虧損撥回
15,13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預期信貸虧損撥備5,130,000港元），主
要為於中期期間若干信貸減值貸款之收回。於期末，減值撥備結餘為53,619,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755,000港元），主要為根據本集團之貸款減
值政策訂定若干信貸減值貸款之可收回性所涉及之信貸風險，並已考慮多項因素，
包括借款人之信貸歷史、抵押予本集團之抵押品之可變現價值以及現行經濟情況。
本集團已採取多項行動旨在收回若干信貸減值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持有之貸款組合為157,532,000港元（經扣除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53,61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5,688,000港元
（經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68,755,000港元）），詳情如下：

佔本集團貸款組合
賬面值之概約比重

借款人類別 有抵押 無抵押 總計 年利率 到期日
% % % %

公司 36.04 – 36.04 10 - 18 一年內
個人 61.42 2.54 63.96 10 - 18 一年內

97.46 2.54 100.0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貸款組合賬面值之97.46%（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85.42%）為有抵押品貸款及其餘2.54%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58%）
為無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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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證券

本集團所購入之證券一般於聯交所上市或於其他擁有高流通性，並可迅速執行證
券交易之認可證券交易所及場外交易市場購入。於作出投資或撤出投資某一目標
公司證券之決定時，一般會參考目標公司所刊發之最新財務資料、消息及公佈、
本公司可取閱之投資分析報告，以及行業或宏觀經濟新聞。於決定購入證券作長
線持有時，將特別注重目標公司過往之財務表現，包括其銷售及溢利增長、財務
穩健情況、股息政策、業務前景、行業及宏觀經濟前景。於決定購入證券作非長
線持有時，除上述因素外，本公司亦將參考投資市場不同板塊當前的市場氣氛。
於回報方面，就長線證券投資而言，本公司主要專注於以資本升值能力及股息╱
利息收入計算之投資回報。而就非長線持有之證券投資方面，本公司則主要專注
於以交易收益計算之投資回報。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證券投資包括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透過
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價值為25,63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7,059,000港元），為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以及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
公允值列賬（「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組合（由非流動及流
動部份組成）價值為148,28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1,826,000港
元），包括於香港或海外上市之債務證券。整體而言，本集團之證券投資錄得收
入5,34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4,770,000港元）及虧損7,342,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4,834,000港元）。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
價值為25,63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059,000港元）乃按市值╱
公允值計量。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該組合並無帶來收入（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306,000港元，為股本證券之股息138,000港元及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168,000

港元）。本集團於期內確認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淨虧損11,901,000

港元，包括未變現淨虧損及已變現淨虧損分別為7,353,000港元及4,548,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9,588,000港元，包括未變現淨虧損及已變現淨虧損分別
為19,232,000港元及35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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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錄得已變現虧損為於公開市場出售股本證券之虧損，而未變現虧損主要為本
集團於期末所持有之股本證券之市值下跌。產生虧損乃由於COVID-19爆發、中美
之間的持續貿易爭端、香港發生的社會事件，導致於中期期間香港股市持續波動，
以及若干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表現下滑所致。鑑於中期期間市場大幅波動，本集團
已採取審慎及嚴謹之方式管理其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於不同類別之公司，該等公司佔本集團透
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的市值╱公允值25,634,000港元之比重載列
如下：

公司類別

佔本集團透過
損益按公允值
列賬之金融
資產組合

市值╱公允值
之概約比重

%

綜合企業 3.86

製藥 35.32

物業 53.02

其他 7.8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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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三大及其他投資佔本集團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
賬之金融資產組合市值╱公允值25,634,000港元之比重連同其他資料載列如下：

被投資公司名稱

佔本集團
透過損益
按公允值

列賬之金融
資產組合

市值╱公允值
之概約比重

佔本集團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總資產賬面值
之概約比重 持股百分比 購入成本

*期內購入
成本╱於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之

賬面值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之
市值╱公允值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之
已確認累計

未變現
虧損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之
已確認未變現

虧損
% %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A B C D = C - A E = C - B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163） 36.39 2.00 0.20 17,667 12,508 9,327 (8,340) (3,181)

奧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6118） 34.29 1.88 0.41 10,021 10,231 8,791 (1,230) (1,440)

高山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616） 16.63 0.91 1.12 5,023 5,023 4,264 (759) (759)

其他 12.69 0.70 不適用 23,045 5,225 3,252 (19,793) (1,973)

100.00 5.49 55,756 32,987 25,634 (30,122) (7,353)

* 有關款項為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購入證券之成本及╱或從上一個財政
年度結轉證券之賬面值，並計入於本中期期間額外購入及╱或出售的證券（如有）。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組合（由非流動及流動部份組成）為148,28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1,826,000港元）乃按市值╱公允值計量。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之透過
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組合帶來總收入5,347,000港元（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4,464,000港元），為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根據債務工具之到期日，
部份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19,35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8,804,000港元）已分類為流動資產。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投資7,903,000港元購入一家物業公司發行之債務證券。

於期末，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公允值淨虧損1,260,000港元
已確認為其他全面開支（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確認為其他全面收益之公允值
淨收益7,802,000港元）。有關公允值虧損若干程度上由COVID-19爆發導致之負面
投資情緒所引致，而債務工具之財務參數並無重大基本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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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於一間飛機租賃公司及八間物業公司發行
之債務證券，而彼等各自佔本集團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組
合之市值╱公允值148,284,000港元之比重連同其他資料載列如下：

公司類別

佔本集團透過
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允值列賬
之債務工具
組合市值╱
公允值之
概約比重

佔本集團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總資產賬面值
之概約比重

於購入時之
到期孳息率 購入成本

*期內購入
成本╱於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之

賬面值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之
市值╱公允值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之
已確認累計
公允值虧損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之已確認

公允值虧損
% %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A B C D = C - A E = C - B

於香港或海外上市之債務證券

飛機租賃 9.32 2.96 4.93 15,444 14,744 13,819 (1,625) (925)

物業 90.68 28.79 5.26 - 12.50 135,987 134,985 134,465 (1,522) (520)

100.00 31.75 151,431 149,729 148,284 (3,147) (1,445)

* 有關款項為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購入證券之成本及╱或從上一個財政
年度結轉證券之賬面值，並計入本中期期間額外購入及╱或出售之證券（如有）。

於期末，本集團所持有之債務證券於購入時之到期孳息率介乎每年4.93%至
12.50%。

整體業績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2,217,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虧損39,258,000港元），主要由於應收貸款及利息之預期信貸
虧損撥回15,136,000港元，儘管部份由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淨虧損
11,901,000港元及主要與評估及編製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招標程序之文件所產生
之專業費用相關之其他開支增加所抵銷。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其他全面
開支70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32,121,000港元），主要由於就透過其
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確認公允值虧損及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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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主要透過其經營業務所產生之現金及股東資金
為其營運融資。於中期期末，本集團持有流動資產333,92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12,217,000港元）及速動資產（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透過損
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合共139,18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9,459,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以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21,868,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321,000港元）計算，比率約15.3（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2.3），處於流動資金充裕水平。本集團已保留現金資源以用於
可能根據招標程序對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進行投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輕微減少至443,109,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3,896,000港元）。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負債總
額24,01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368,000港元）除以資產總額
467,12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9,264,000港元）計算）約為5%（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處於低水平。於本期間之融資成本為租賃負債
之估算利息10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45,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443,191,000港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3,896,000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每股約8.46港仙（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47港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減少705,000港元，主要由
於本集團於中期期間產生全面開支所致。

憑藉手頭上之速動資產，管理層認為本集團擁有足夠之財務資源，以應付其持續
營運所需。

前景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之通函所披露，經過適當評估有關
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CHE油田開採權區屬於其中一部份）之數據及資料後，本
公司擬透過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根據招標程序就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提交一項
投標要約。此外，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之公佈所述，由於各種原因，批准提交投標要約之股東大會及招標程序時
間表經已延期。董事認為，提交投標要約是可收購有價值石油資產的寶貴投資機
會，以能推進本集團石油勘探及生產業務之發展。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股東大
會及招標程序另行發表公佈。



27

儘管自二零二零年一月簽訂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以來，中國與美國之間貿易爭端之
緊張局勢有所緩和，預期將可正面推動國際油價，惟全球爆發COVID-19對多個國
家及其經濟構成了重大威脅，並對全球及本地投資市場造成極大不明朗因素以及
國際油價波動。由於主要產油國未能就減產達成共識，以及主要石油購買國就其
庫存水平採取不同之應對措施，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國際油價波動已進一步加劇。 
在此宏觀經濟背景下，加上中美之間之持續爭端從貿易延伸至科技領域，以及香
港發生之社會事件，本集團是處於一些前所未見的市況下營運。

然而，有跡象顯示包括中國內地等若干主要經濟體之經濟活動正在逐步復甦，國
際油價已趨穩定，而香港政府已採取多項措施控制本地疫情。憑藉全球多個國家
政府為對抗COVID-19疫情所作出之努力，本集團相信疫情之影響於最終將得以緩
和，並對全球及本地經濟之前景持審慎樂觀態度。

展望未來，管理層將繼續採取審慎方式管理本集團之業務，並將視乎招標程序開
始時之當前市況及其他涉及之情況，認真考慮參與招標程序。

報告期後事項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正根據現行市況
評估招標程序之時間表及標書條款。於本報告日期，招標程序尚未開始。

全球多個國家、環球及本地投資及信貸市場以及國際油價均受到爆發COVID-19之
影響，從而對本集團之業務造成不利影響。董事認為，難以預測疫情之演化及持
續時間，於報告日期，無法可靠量化或估計對本集團業務之影響程度。管理層將
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並將採取一切所需適用措施以減低疫情對本集團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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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指已闡明原
因之偏離事項除外：

主席及行政總裁

守則條文第A.2.1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應有所區分，不應
由同一人士擔任。

偏離事項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由於本公司前執行董事劉志弋先生（「劉
先生」）同時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直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因此偏離守
則條文第A.2.1條。劉先生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辭任後，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
裁之職位懸空。本公司仍在物色合適人選，以填補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
之空缺。日常管理職責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分擔；而本集團之整體方向及業務策略
則在董事會的同意下決定。董事會內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其提供獨立及不同
的觀點。因此，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具有充分的權力平衡及保障，令本公司能夠
迅速及有效地落實並執行決策。

有效溝通

守則條文第E.1.2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偏離事項

前董事會主席劉先生因處理其他重要事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
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然而，本公司執行董事蘇家樂先生已根據本公司
之公司細則第70條主持大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經審核，惟
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由董事會根據審核委員會之建議正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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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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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長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蘇家樂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蘇家樂先生、姚震港先生及陳瑞源
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治平先生、梁碧霞女士及鄺天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