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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長盈集團為一間主要專注於能源及資源領域的石油生產
之公司。長盈集團在阿根廷擁有強大的石油勘探及生產
業務，同時亦積極透過策略性併購全球其他石油及天然
氣項目擴大業務組合。長盈集團致力成為亞洲石油及天
然氣行業的領導者之一，主動尋求投資機遇，為我們的
股東創造長期、可持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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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2

長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志榮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朱國熾先生
匡建財先生（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獲委任）
周捷奇先生（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六日辭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錢智輝先生
朱天升先生
張鈺明先生（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獲委任）

合資格會計師及公司秘書

匡建財先生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Butterfield Fulcrum Group（ Bermuda） Limited

Rosebank Centre

11 Bermudiana Road

Pembroke HM 08 Bermuda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審核委員會

張鈺明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
錢智輝先生
朱天升先生

薪酬委員會

朱國熾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
錢智輝先生
朱天升先生

提名委員會

黃志榮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
錢智輝先生
朱天升先生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投資者聯絡人

章小婉小姐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灣仔
港灣道18號
中環廣場63樓6303室
電話：(852) 2616 3689

傳真：(852) 2481 2902

律師

張葉司徒陳律師事務所



長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

公司資料3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股份資料

上市地點：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股份代號：0689

買賣單位：10,000股
財政年度年結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股份數目：2,070,877,588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股價：0.223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市值：4.62億港元

網址

www.epihold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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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出售本集團消費電子
產品業務後，本集團專注發展阿根廷門多薩省Cuyana 

盆地的Puesto Pozo Cercado油田開採權區及Chañares 

Herrados油田開採權區（統稱為「油田區」）的石油勘探及
生產業務。

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南興有限公司與Chañares 

Herrados Empresa de Trabajos Petro leros S.A. 

（「Chañares」）簽署的合營協議，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
日， EP Energy S.A.與Chañares 簽署UTE協議。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EP Energy S.A.就向油田區的
門多薩省油田項目提供鑽探服務與SinoPec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Service Corporation Argentina S.R.L. 簽署鑽探
服務協議。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EP Energy S.A.開始在
Chañares Herrados油田開採權區鑽探其第一口油井CH-

1059，並完成完井工作及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日開始試
產。第二口油井CH-1068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底開始鑽探
工作，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完成完井工作及開始試產。CH-

1063油井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底開始鑽探工作並於二零
一一年八月完成。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
Chañares Herrados油田開採權區已完成鑽探七口油井，
其中五口油井現已投產。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本集團獲Chañares通知，門
多薩省行政長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簽發第1467號
法令（「法令」），據此，Chañares於原有油田開採權屆滿後
獲得延期10年，該法令批准Chañares 與門多薩省於二零
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簽發的一項協議，據此，雙方同意
上述延期的條款及條件，惟有待簽署法令。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門多薩油田若干淺層
儲藏之表外石油資源如下：

表外石油資源（單位：百萬桶）

類別 總量 (100%)
最低估計 (1C) 86.0

最佳估計 (2C) 146.9

最高估計 (3C) 245.5

根據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的油田項目估值報告，門多
薩省油田項目的100%股權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市
值為820,000,000美元。

集團財務回顧

於二零一一年首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為590,300,000

港元，較上年同期264,700,000港元增加123%。毛利為
4,400,000港元，較上年同期9,800,000港元下降55.1%。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期內
虧損58,6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溢利為8,800,000港元。本集團核心業務石油勘探
及生產仍處在早期發展階段，對本集團盈利僅作出象徵
式貢獻。

集團營運回顧

於二零一一年首六個月，本集團的持續經營業務包括石
油勘探及生產及石油相關產品貿易。本集團已於二零
一一年暫停有色金屬採購及貿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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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開採及銷售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止六個月， EP Energy S.A.已根據
與Chañares簽署的新UTE協議完成鑽探兩口油井。於本
公告日期，本集團已有六口油井投產：

油井 狀況 深度（米） 投產日期

CH-1052 投產中 3,697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CH-1053 投產中 3,580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八日
CH-1055 投產中 3,600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
CH-25 bis 投產中 4,685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
CH-7 bis 投產中 4,200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四日
CH-1059 投產中 3,600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CH-1068 試生產 3,600 –

CH-1063 完成 3,600 –

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投產的五口油井，儘管產量
稍跌，於二零一一年繼續生產石油。於期內，第六口油
井CH-1059開始試產。

從二零一一年一月至六月，六口油井（包括CH-1059試
產）自石油銷售錄得收入13,000,000港元。大部份石
油透過油田開採權擁有人Chañares售予YPF Sociedad 

Anónima，總金額為12,600,000港元，一小部分石油約
400,000港元售予門多薩省的煉油廠Polipetrol S.A.。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對其油井鑽探及完井
及於門多薩項目相關基建已投資435,400,000港元，包
括1) 173,200,000港元於油井鑽探，其分類為石油及天
然氣資產並自投產起開始折舊；2) 84,800,000港元投資

於尚未完成及投產的油井鑽探，被分類為在建工程，直
至投產前不會計提折舊；3) 177,400,000港元投入油井
鑽探成本，為開採目的收集深度逾4,200米的Potrerillos 

Formation 的數據，並已於二零一零年損益賬內支銷。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止六個月，石油及天然氣資產的
折舊為7,000,000港元。

國際石油價格持續上揚，二零一一年阿根廷的地方原油
售價亦隨之走高。地方原油價格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的
每桶52.3美元上升至二零一一年六月的每桶57.2美元，相
當於每桶上升4.9美元或增加9.4%。原油價格於二零一一
年繼續攀升，於七月價格達到每桶58.4美元。本集團預
期原油價格將會繼續走高，而國內外石油售價將日趨接
近。

如以上所述，根據1467號法令授出延長的10年，令門多
薩省授予Chañares的氫化合物開採權延長至二零二七年。

1.1 未來經營計劃

二零一一年投資計劃

根據載入與Chañares Herrados 簽署的新UTE協議的
二零一一年投資計劃，EP Energy S.A.須於二零一一
年完成鑽探五口油井。於本報告日期， EP Energy 

S.A.已完成鑽探三口油井，即CH-1059、CH-1068 

及CH-1063，其中CH-1059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投
產，CH-1068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開始試生產。本
集團有信心履行於二零一一年完成五口油井鑽探的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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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鑽探規劃

如前所述，門多薩省行政長官已授予Chañares延長
開採權十年至二零二七年。根據新UTE協議，自二
零一二年起，EP Energy S.A.將連續五年每年至少鑽
探五口油井及隨後七年每年鑽探兩口油井一直至油
田開採權期限屆滿。本集團目前正完成二零一二年
的投資計劃及將呈交Chañares以向政府取得批准。
為優化門多薩省項目的經濟利益及符合新UTE協議
的承諾，董事會目前亦正落實整體未來鑽探計劃。

另外，本集團目前正探索於權區進行水平鑽探的機
會，一般國際慣例為垂直鑽探投資增加2倍則會將
垂直鑽探產量增加3至7倍。

1.2 分部財務業績

石油銷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3,038 12,514 +4%

分部虧損 (29,515) (18,662) +58%

於報告日期，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一年完成鑽探三口
油井。第一口油井CH-1059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
投產。第二口油井CH-1068已完井及開始試產及
預期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底或九月初投產，第三口油

井CH-1063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完成鑽探及開始完
井。五口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開始投產的油
井於二零一一年繼續生產石油。

營業額指銷售石油予客戶YPF Sociedad Anónima及
Polipetrol S.A.分別為12,600,000港元及400,000港
元。平均售價為每桶54.2美元或每立方米340.7美
元。石油銷售毛利為900,000港元，毛利率為7.4%。

行政及財務開支31,200,000港元，主要包括有關
石油鑽探服務及UTE協議的專業及諮詢費、匯兌差
額、薪資、差旅費及其他稅項開支。

石油相關產品之買賣

1.1 分部財務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77,246 – 不適用
分部溢利 1,542 – 不適用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第三季度開始買賣石油相關產
品，因此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相
應期間並無比較數字。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向海外市場採購21,511公噸甲基
叔丁基醚及49,632公噸混合芳族化合物並售予中國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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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590,284 264,694

銷售成本  (585,910) (254,901)

毛利  4,374 9,793

其他收益及虧損  2,499 48,651

分銷及銷售支出  (4,055) (4,137)

行政費用  (52,818) (37,937)

其他費用 4 (1,803) (1,164)

財務費用 5 (6,767) (1,916)

除稅前（虧損）溢利  (58,570) 13,290

稅項支出 6 – (1,500)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58,570) 11,790

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 (2,959)

期間（虧損）溢利 7 (58,570) 8,831

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滙兌差額  (1,021) (1,847)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1,021) (1,847)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59,591) 6,98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58,570) 8,83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59,591) 6,984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8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0.31) 0.10

　－攤薄  (0.31) 0.0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0.31) 0.13

　－攤薄  (0.31) 0.07

已付股息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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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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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4,401 3,793,293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9,527 161,027

遞延稅項資產  – 295

其他可收回稅項  36,567 33,643

  4,100,495 3,988,258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101,899 206,032

可供出售投資  67,600 67,600

持作買賣投資  17,516 4,0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 26,340

銀行結餘及現金  7,617 85,204

  194,632 389,17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209,789 168,372

衍生金融工具  – 10,596

銀行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12 13,994 135,677

  223,783 314,645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29,151) 74,53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071,344 4,062,789

非流動負債
承兌票據  1,899 1,899

遞延稅項負債  5,718 5,718

資產報廢責任  1,871 3,137

  9,488 10,754

  4,061,856 4,052,03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207,088 185,088

儲備  3,854,768 3,866,94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4,061,856 4,05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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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份    投資重估 繳入盈餘  購股權 可換股票據 累計
 股本 購回儲備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儲備 儲備（附註） 匯兌儲備 儲備 儲備 溢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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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結餘（經審核） 76,936 – 1,401,554 – – 60,322 (23) 15,518 2,326,356 96,222 3,976,885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指直接在權益確認的收入總額） – – – – – – (1,847) – – – (1,847)

期內溢利 – – – – – – – – – 8,831 8,83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1,847) – – 8,831 6,984

發行新股份 13,900 – 240,470 – – – – – – – 254,370

發行新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 (6,718) – – – – – – – (6,718)

轉換可換股票據 19,512 – 456,585 – – – – – (476,097) – –

購回及註銷 (210) – (2,096) – – – – – – – (2,306)

確認以股份形式付款開支 – – – – – – – 2,872 – – 2,872

購回但未註銷 – (953) – – – – – – – – (953)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10,138 (953) 2,089,795 – – 60,322 (1,870) 18,390 1,850,259 105,053 4,231,13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結餘 185,088 – 3,853,585 61,721 51,458 60,322 – 32,267 – (192,406) 4,052,035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指直接在權益確認的收入總額） – – – – – – (1,021) – – – (1,021)

期內（虧損） – – – – – – – – – (58,570) (58,570)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 (1,021) – – (58,570) (59,591)

發行新股份 22,000 – 104,100 (61,721) – – – – – – 64,379

發行新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 (926) – – – – – – – (926)

確認以股份形式付款開支 – – – – – – – 5,959 – – 5,959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07,088 – 3,956,759 – 51,458 60,322 (1,021) 38,226 – (250,976) 4,061,856

附註：

繳入盈餘儲備指因於二零零六年削減股本而產生之進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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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來自（用於）營運之現金 92,887 (62,582)

已付香港利得稅 – (151)

來自（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92,887 (62,733)

投資業務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70,062) (123,79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 735

　已收利息 483 32

　應收貸款減少 – 15,962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26,340 (3,709)

 勘探及評估礦物資源增加 (46,800) –

　持作買賣投資（增加）減少 (14,416) 81,212

用於投資業務之現金淨額 (104,455) (29,559)

融資業務
　發行新股份所得款項 64,379 254,370

　發行新股份開支 (926) (6,718)

　償還銀行借貸淨額 (121,684) 35,984

　購回股份付款淨額 – (2,306)

　償還承兌票據 – (124,800)

　已付利息 (6,767) (1,916)

（用於）來自融資業務現金淨額 (64,998) 154,61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增加淨額 (76,566) 62,322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 (1,021) (10)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5,204 93,002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7,617 155,31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7,617 15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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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16適用之披露規定及按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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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工具除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而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以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後頒佈，惟尚未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的投資 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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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下文之本集團經營分部乃基於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之資料而作出：

石油勘探及生產 － 石油之勘探及生產
石油相關產品買賣 － 石油相關產品買賣
金屬採購及貿易 － 有色金屬採購及貿易

有關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石油勘探及 石油相關
 生產 產品買賣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分部收入
　外部銷售 13,038 577,246 590,284

業績
分部業績 (29,515) 1,542 (27,973)

利息收入   483

其他收入   643

未分配公司支出   (24,956)

財務費用   (6,767)

除稅前虧損   (58,570)

稅項支出   –

期間虧損   (5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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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石油勘探 金屬採購
 及生產 及貿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分部收入
　外部銷售 12,514 252,180 264,694

業績
分部業績 (18,662) 49,094 30,432

利息收入   32

其他收入   1,800

未分配公司支出   (17,058)

財務費用   (1,916)

除稅前溢利   13,290

稅項支出   (1,500)

期間溢利   11,790

 消費電子產品 總計
終止經營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外部銷售 35,649 35,649

業績
分部業績 620 620

未分配公司支出  (3,579)

除稅前虧損  (2,959)

稅項支出  –

期間虧損  (2,959)

期間綜合溢利  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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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發掘潛在投資機會產生之支出 790 505

分類為下列項目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持作買賣投資 900 177

　－衍生金融工具 – 482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虧損 113 –

 1,803 1,164

5.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銀行借貸及透支 6,755 972

　承兌票據 12 944

 6,767 1,916

6. 稅項支出

由於在香港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任何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零年：香港利得稅已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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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虧損）溢利

期內（虧損）溢利已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254 7,636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2,209 2,12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7,796 14,703

根據購股權計劃以股份形式付款 5,959 2,872

銀行利息收入 (483) (32)

8.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基於下列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虧損）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虧損）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58,570) 8,831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961,454 9,088,745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可換股票據 – 8,675,869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961,454 17,76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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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58,570) 8,831

加：期內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 2,959

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虧損）盈利 (58,570) 11,790

9.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7,660 14,623

應收票據 – 90,214

 7,660 104,837

其他可收回稅項 17,739 6,214

預付其他供應商之款項 – 40,000

出售附屬公司之應收代價 1,000 1,000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應收代價 20,600 49,000

應收一間前附屬公司之款項 – 4,064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54,900 917

 101,899 206,032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賒賬期為30日。董事酌情給予若干主要客戶較正常信貸期為長（最多不超過180日）之還款期。於報告期
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不包括根據相關票據發行日呈列之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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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續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918 104,837

31至60日 4,742 –

 7,660 104,837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49,387 8,575

應付票據 – 89,128

 49,387 97,703

收購可供出售投資之應付款項 10,424 10,424

出讓石油開採權之應付款項 50,700 50,700

承兌票據應付利息 494 48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98,784 9,063

 209,789 168,372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應付票據之票據發行日期）對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46,410 97,703

31至60日 2,977 –

 49,387 97,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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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借貸

本集團並無定息借貸。其浮息借貸包括以下各項：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包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貸款 854 23,392

信託收據貸款 12,291 112,285

銀行透支 849 –

 13,994 135,677

分析為：
　有抵押 12,291 112,285

　無抵押 1,703 23,392

 13,994 135,677

須償還賬面值：
　於一年內 13,994 135,677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 –

 13,994 135,677

減：流動負債下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13,994) (135,677)

 – –

本集團借貸之實際利率範圍（亦相當於合約利率）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實際利率： 2.54%至 2.27%至
 10.27%  4.12%

浮息借貸之利息乃根據銀行票據融資標準利率加年利率1.5厘計算。信託票據貸款及銀行透支按現行市場利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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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00 1,000,00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附註b） 10,00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8,508,775,885 185,088

發行新股份（附註a） 2,200,000,000 22,000

股份合併（附註b） (18,637,898,297)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2,070,877,588 207,088

a)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本公司主要股東Rich Concept Worldwide Limited（「Rich Concept」）訂立認購協議，以按
每股0.0675港元之價格配發及發行92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本公司新普通股（「第一批認購股份」）。認購協議須待配
售代理代表Rich Concept完成配售920,000,000股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後，方可作實。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在完成配售後，
第一批認購股份已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授予本公司董事之經更新一般授權獲發行。約61,70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淨額將用
作為門多薩油田項目提供資金及一般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本公司與本公司主要股東城添投資有限公司（「城添投資」）訂立認購協議，以按每股0.05港元之價格配發
及發行1,28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本公司新普通股（「第二批認購股份」）。認購協議須待配售代理代表城添投資完成配
售1,280,000,000股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後，方可作實。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完成配售後，第二批認購股份已根據於
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授予本公司董事之經更新一般授權獲發行。約63,00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為門多薩油田項目提供
資金及一般營運資金。

b) 根據一項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將每十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1

港元之合併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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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為滿足一般營運資金需求及門多薩省石油項目的融資需
要，本集團於期內決定透過配售股份及可換股票據而
籌集額外資金。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本公司按每股
0.05港元以先舊後新方式配售 1,280,000,000股股份，籌
集所得款項淨額約63,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
十九日，本集團透過配售總金額62,100,000港元的於發
行日期第二周年日到期，可按初始換股價每股0.15港元
（可予調整）轉換為本公司股份的零票息可換股票據，籌
集所得款項淨額約60,000,000港元。為了進一步滿足門
多薩省石油項目的資金需求，本集團目前正與銀行磋商
取得中期項目融資。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之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
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所指之登記冊內，或根據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按上市規則規
定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及淡倉

    佔已發行股本
   所持股份╱ 之百分比
董事 好倉╱淡倉 權益性質 相關股份數目 （附註2）

黃志榮 好倉 個人 5,896,600 0.28%

 好倉 公司（附註1） 125,810,827 6.08%

 淡倉 公司（附註1） 90,000,000 4.35%

朱國熾 好倉 個人 33,852,938 1.63%

朱天升 好倉 個人 270,000 0.01%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Rich Concept Worldwide Limited持有，而Rich Concept 

Worldwide Limited由黃志榮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2. 百分比乃基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的 2,070,877,588 股
股份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
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
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所指之登記冊內，或根據上
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按上市規則規定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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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股東名冊，且就
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或彼等經合理查詢後確
定，以下人士（不包括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
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或被視為直接或間接擁有任何類別股本（附有在任何情況
下均可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
權利）面值5%或以上權益，而該等人士各自所持相關證
券及涉及該等股本的購股權詳情如下：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身份及 持有 之百分比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附註3）

City Smart International  實益擁有人 7,466,856 0.36%

 Investment Limited（附註1）

城添投資有限公司（附註1） 實益擁有人 398,232,975 19.23%

南美石油投資（控股） 受控制公司權益 398,232,975 19.23%

 有限公司（附註1）

吳少章先生（附註1） 受控制公司權益 405,699,831 19.59%

Rich Concept Worldwide  實益擁有人 125,810,827 6.08%

 Limited （附註2）

附註：

1. 就董事所知，City Smar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南美石油投資（控
股）有限公司及城添投資有限公司由吳少章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2. Rich Concept Worldwide Limited由黃志榮先生全資擁有。黃先生於該等股
份中擁有「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或淡倉」
一節所披露之權益。

3. 百分比乃基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的 2,070,877,588 股
股份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
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或彼等經合理查詢後確
定，概無任何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或
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向本
公司作出披露，或被視為直接或間接於可在一切情況下
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擁有投票權之任何
類別股本之面值中擁有5%或以上權益，或擁有該股本之
任何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六日所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中
所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
自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六日起獲採納，為期十年，就經選
取的僱員及董事對本集團所付出之貢獻，為彼等提供獎
勵或回報。

根據該計劃，本公司可向經選取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僱員及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之股份。此外，
本公司可由董事會酌情決定，不時向合資格賣方、客戶
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顧問及諮詢者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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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下，根據該計劃可授出購股
權而涉及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任何時間之已發
行股份之10%。在未經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下，於一
年內向任何個別人士授出購股權而涉及之已發行及將發
行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任何時間之已發行股份之
1%。向主要股東、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
士（包括全權委託信託，而其受益人包括主要股東、獨立
非執行董事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士）授出超過本公司
股本之0.1%或價值超過5,000,000港元之購股權，必須取
得本公司股東之批淮。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釐定，但不可低於以下最高者： (i)

於提呈購股權要約日期（必須為營業日）本公司股份之聯
交所收市價； (ii) 緊接要約日期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股份之
聯交所平均收市價； 及 (iii) 本公司股份之面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該計劃向董事及
若干僱員授出認購合共12,679,999股股份的購股權仍未
獲行使，其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一年
參與人士 於二零一一年 於年內 於年內 於年內 六月三十日  行使期間
姓名及類別 一月一日 授出 行使 註銷╱失效 尚未行使 授出日期 （包括首尾兩日） 行使價

執行董事
周捷奇先生 500,000 – – (500,000) –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1.6100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十九日  三月十九日至
 二月十六日辭任）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500,000 – – (500,000) –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1.6100
       三月十九日  十一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500,000 – – (500,000) –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1.6100
       三月十九日  八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朱天升先生 90,000 – – – 90,000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1.6100
       三月十九日  三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90,000 – – – 90,000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1.6100
       三月十九日  十一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90,000 – – – 90,000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1.6100
       三月十九日  八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僱員
合共 100,000 – – – 100,000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6.4200
       八月十五日  八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合共 100,000 – – – 100,000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九年 6.4200
       八月十五日  八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合共 100,000 – – – 100,000 二零零七年 二零一零年 6.4200
       八月十五日  八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合共 2,309,999 – – (213,333) 2,096,666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1.5640
       二月十日  二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合共 2,309,999 – – (213,333) 2,096,666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1.5640
       二月十日  十一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合共 2,310,000 – – (213,333) 2,096,667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1.5640
       二月十日  八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合共 34,000,000 – – (34,000,000) –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0.816
       十一月十日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合共 34,000,000 – – (34,000,000) –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二年 0.816
       十一月十日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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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一年
參與人士 於二零一一年 於年內 於年內 於年內 六月三十日  行使期間
姓名及類別 一月一日 授出 行使 註銷╱失效 尚未行使 授出日期 （包括首尾兩日） 行使價

第三方
合共 1,940,000 – – – 1,940,000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1.5640

       二月十日  二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合共 1,940,000 – – – 1,940,000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1.5640

       二月十日  十一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合共 1,940,000 – – – 1,940,000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1.5640

       二月十日  八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合共 13,500,000 – – (13,500,000) –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0.816

       十一月十日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合共 13,500,000 – – (13,500,000) –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二年 0.816

       十一月十日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計 109,819,998 – – (97,139,999) 12,679,999

附註：

行使價及已授出及已行使之購股權數目已就股份合併作出回溯調整，並於二零一一
年六月二十三日生效。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議決不就本期間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零
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贖回
其任何上市證券。於上述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
無購買或出售其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除下文概述偏離企
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 及A.4.1 條之事項外，本
公司已遵照企業管治守則各項條文。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主席及行政總
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黃志榮先生
為本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本公司理解到主席及行政
總裁職責分開之重要性，並已盡力物色具有才幹之行政
人員出任其中一職。雖然尚未覓得合適人選，但本公司
將繼續物色優秀人才出任有關職位。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訂明，非執行董事之
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予以重選。現時，非執行董事
並無特定委任年期。然而，所有非執行董事均須根據本
公司細則規定於各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 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
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整段期間內，彼等均已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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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
慣例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與董事審閱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賬
目。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張鈺明先生（審
核委員會主席）、錢智輝先生及朱天升先生。張先生乃一
名執業會計師。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黃志榮先生、
朱國熾先生及匡建財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錢智
輝先生、朱天升先生及張鈺明先生。

代表董事會
長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志榮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封面
	公司簡介
	目錄
	公司資料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其他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