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放]
[即時發放
即時發放

長盈集團公佈二零零九
長盈集團公佈二零零九年度全年業績
石油及天然氣業務帶來
石油及天然氣業務帶來即時現金流
帶來即時現金流
* * * *
打造成區內領先石油
打造成區內領先石油生產
區內領先石油生產集團
生產集團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香港訊）– 長盈集團(控股
長盈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 有限公司（「長盈集團」或「集團」）
（股份編號: 689） 公佈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業績。
於回顧年內，集團之營業額為 1,089,54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1,665,020,000 港元）。
集團本年度錄得溢利 20,310,000 港元，相對二零零八年則錄得年度虧損 7,830,000 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增加主要由於出售金科數碼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金科數碼」）
（股
份編號: 922）產生收益 61,130,000 港元，及年內上市證券公平值變動收益 98,630,000 港
元。董事局不建議派發股息。
長盈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黃志榮先生表示：
「二零零九年是集團重要的一年。於二零零九
長盈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黃志榮先生
年，集團重組其現有業務以專注發展石油及天然氣的經營。隨著收購有成投資有限公司
之 100%已發行股本，由於有成持有阿根廷門多薩省油田項目 51%之經營權，集團現擁有
此項目石油出產之 51%份額。該項目的現有價值大幅度減少我們的投資風險及資本投資
要求，並會有助我們專注進一步擴大石油資源與營運。」

重組方案
案
重組方
為集中資源成功開展石油業務，集團已進行一系列的重組計劃，包括開始出售非重心資
產 ， 及整 合有 色金 屬採 購 及貿 易業 務。 於二 零 零九 年， 集團 已出 售 在金 科數 碼 之
570,000,000 股的投資，以及出售陽極板生產及冶煉之業務。

業務回顧
銷售石油及天然氣業務
銷售石油及天然氣業務於回顧年內錄得銷售收益3,41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內，有成
已開始鑽探五口油井並符合投資計劃要求，其中兩口為深層油井，其餘三口為淺層油井。
油井鑽探之最新進度如下表所示：
油井

產油量

進度

深度 (米
米)

1. CH-1052



每日 370~440 桶石油



於 2009 年 11 月起開始生產

3697

2. CH-1053



每日 900~1,000 桶石油



於 2009 年 11 月中起開始生產

3,580

3. CH-1055



每日超過 1,000 桶石油



於 2010 年 3 月 9 日起開始生產

3,600

4. CH-25 bis



預期於 2010 年 3 月中前產油



勘探階段

4,685

5. CH-7 bis



預期於 2010 年 4 月產油



勘探階段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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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代表石油的銷售，售價為每桶 42 美元或每立方米 273.6 美元。扣除石油及天然氣
資產折舊後，毛利為 1,870,000 港元，毛利率則為 55%。二零零九年度試產銷售量為 2,138
立方米。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九日，集團以總代價 3,835,270,000 港元收購有成投資有限公司（「有
成」）全部已發行股本，藉以獲得於阿根廷石油項目的開採權。有成的主要資產為位於阿
根廷門多薩省(Mendoza) Cuyana 盆地的 PuestoPozo Cercado 油田開採權及 Chañares
Herrados 油田開採權，地表覆蓋總面績分別為約 169.4 及 40 平方公里。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完成有成的收購後，集團的資產淨值由 814,370,000 港元增加至
3,976,890,000 港元。於年結日，每股資產淨值為 0.517 港元（二零零八年：0.197 港元）。

其他業務
有色金屬採購及貿易業務錄得營業額 978,280,000 港元及分部虧損為 78,370,000 港元。而
陽極板生產業務則錄得營業額 223,290,000 港元及除稅前虧損的 98,970,000 港元，此業
務自二零零八年下半年起遭受到金融海嘯的重創。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集團訂
立出售協議，以代價 37,800,000 港元出售原本為集團從事陽極板生產業務之清遠江銅長
盈銅業有限公司之 60%股本權益。該出售事項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完成。是次出
售變現收益 96,520,000 港元，並使本公司股東攤佔的本年度虧損減少至 2,450,000 港元。

消費電子產品業務年內營業額為 143,610,000 港元，分部虧損為 3,130,000 港元。儘管營
業額減少，但年內該分部毛利率由 2.92%提升至 5.05%。

展望
展望未來，集團矢志鞏固業務基礎，以擴闊門多薩省項目長期投資計畫的範疇，致力於
未來一年把石油業務打造成為世界性可持續發展的業務。

銷售石油及天然氣業務
集團會執行其生產計劃及繼續鑽探更多油井，其中為二零一零年重點發展藍圖取得批准
是集團的首要目標。此外，集團已就該項目之特許權申請延期十年，以保證能全面實現
其投資回報，有關申請可望於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得以落實。
集團現有重點發展藍圖中的正待審批之 140 個油井僅覆蓋油田面積 40 平方公里。因此，
集團會繼續發掘其餘面積廣達 210 平方公里之具潛力的地區，以增加集團的石油資源及
儲量，從而達至最大投資回報。集團期望透過鑽探油井而取得更多具價值的地理數據，
此將有助集團的開發工作，並讓集團進一步提升石油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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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營運，集團正強化阿根廷的管理團隊，並積極開發最低成本的石油開採方法，以
爭取最大的利潤率。集團現正與其中一家主要之中國石油及化工企業磋商承包於 Puesto
Pozo Cercado 油田區及 Chañares Herrados 油田區之油田鑽探服務。集團預期將於二零一
零年第二季度就與國內一家主要原油企業達成營運夥伴的重點開發協議。
集團會繼續尋求其他投資項目，以及透過配合集團長遠投資策略的併購計劃以達致增
長。集團矢志成為一間長期原油開採企業。

其他業務
有色金屬採購及貿易業務於可見將來仍然艱難。集團僅會獲得合理利潤情況下，進行有
色金屬採購及貿易。由於此項業務將按選擇基準進行，預期該分部業務之營業額於二零
一零年度會繼續下降。
黃先生總結：
「展望未來，集團將繼續尋求石油及天然氣行業的併購機會。我們的投資策
略將保持配合中央政府鼓勵能源行業(包括石油)增長的發展政策。我們目標成為主要石油
企業，並與其他於石油行業具領導地位之企業合作，在未來日子繼續為股東締造長遠價
值及回報。」
- 完 長盈集團(控股
長盈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簡介
控股 有限公司簡介(股票編號：
有限公司簡介 股票編號：689)
股票編號：
長盈集團是一家專注於資源業的高增長公司，業務範圍包括石油、天然氣生產及投資，以及基本
金屬資源投資。集團透過策略性的合併和收購加速增長。長盈集團矢志為股東締造持續高回報，
並成為亞洲區內領先的石油及礦資源投資企業。
傳媒垂詢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蘇嘉麗
區美馨
裴琳
張帆

電話：(852) 2864 4826 電郵：heidi.so@sprg.com.hk
電話：(852) 2864 4815 電郵：maggie.au@sprg.com.hk
電話：(852) 2864 4873 電郵：linda.pui@sprg.com.hk
電話：(852) 2114 4981 電郵：vanessa.zhang@sprg.com.hk
傳真：(852) 2527 1196 / 2111 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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