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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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天
然氣生產之公司。長盈集團在阿根廷擁有強大的石油及
天然氣勘探及生產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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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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主席

何敬豐先生（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日由非執行董事
 調任）

執行董事

謝國輝先生（行政總裁）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獲委任）
Allan Ritchie先生（副行政總裁）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四日獲委任）
陳志鴻先生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六日獲委任）
朱國熾先生（行政總裁）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辭任）
匡建財先生（財務總裁）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辭任）

非執行董事

何敬豐先生（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四日獲委任及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日獲調任為非執行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鈺明先生（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日退任）
林庭樂先生（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四日獲委任）
錢智輝先生
朱天升先生

公司秘書

鄭醒偉先生（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獲委任）
匡建財先生（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辭任）

薪酬委員會

錢智輝先生（主席）
謝國輝先生
朱天升先生

提名委員會

錢智輝先生（主席）
謝國輝先生
朱天升先生

審核委員會

林庭樂先生（主席）
錢智輝先生
朱天升先生

律師

禮德齊伯禮律師行
張葉司徒陳律師事務所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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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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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灣仔
告士打道56號
東亞銀行港灣中心14樓1401室
電話：(852) 2616 3689

傳真：(852) 2481 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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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股份數目：3,279,877,588股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股價：0.248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市值：8.13億港元

網址

www.epihold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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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核心業務為Puesto Pozo Cercado油田開採權及Chañares Herrados油田開採權（統稱「油田開採權」）在阿根廷門
多薩省Cuyana盆地之石油勘探及生產。

根據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簽署之營運協議，Chañares同意解除EP Energy S.A.（「EP Energy」）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
日訂立之合營協議項下之承諾。本集團執行短期發展計劃，繼續專注於投資以提高現有10口生產井之產量及降低營運成
本。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對油井進行一次維修工程，油井維修後初始產量增
加，整體業績理想。本集團已完成油田自有注水能力投資。本集團之自有井液收集池及管道已投入使用，且本集團正投
資進行改善，如熱能系統。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完成鑽探門多薩油田項目Chañares Herrados油田開採權區10口油井。10口油井均
在生產中，其中5口油井由有成投資有限公司（「有成」）鑽探，本集團擁有該等5口油井產量之51%權益，而其他5口油
井由EP Energy鑽探，本集團擁有該等5口油井產量之72%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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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二年
類別總量 (100%)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最低估計 (1C) 83.5

最佳估計 (2C) 146.9

最高估計 (3C) 245.5

總計 (1C+2C+3C) 475.9

* 根據Roma Oil and Mining Associates Limited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就阿根廷門多薩省Chañares Herrados及Puesto Pozo Cercado石油項目發出的資源估計審核報告。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EP Energy獲Chañares股東告知，Chañares股東就收購Chañares全部已發行股本接獲
不可撤回之收購建議（「Chañares交易」）。根據合營協議，EP Energy有權就Chañares決定（其中包括）作為油田開採權
持有人出售或轉讓全部或部分油田開採權或Chañares股東決定出售大部分Chañares股份進行公平競爭。然而，根據
合營協議之條款，此舉將不應構成EP Energy擁有任何優先權。此外，Chañares先前已向另一方授予優先權。

EP Energy可自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起計三十日內知會Chañares有關其參與意向。倘Chañares於有關期間獲告知有
關參與意向，提出建議收購的最後期限原則上為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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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本公司資源投入於有關南美及北美若干收購機會的可行性研究（包括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佈建
議收購一組公司之股權及投票權股份，該等公司於位於美國之若干油氣資產中持有權益），董事會決定不對Chañares進
行建議收購。

儘管出現Chañares 交易，開採權持有人或合營協議項下Chañares 之轉讓權利及責任將不會變動。董事會並無預計本集
團之開採權業務經營因Chañares交易而出現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接獲Chañares之任何通知或獲其告知收購Chañares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不可撤回
收購建議之結果。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及六月，本集團已收取阿根廷政府執行的Petróleo Plus計劃（「Petróleo Plus計劃」）所授予的補貼
1,500,000港元。該項補貼收取自Chañares，由其根據EP Energy、有成及Chañares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簽署的營運協
議所協定的分配方法予以分配。本集團已獲Chañares進一步告知，於二零一三年底前將自Petróleo Plus計劃收取補貼。

集團財務回顧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為46,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的70,900,000港元減少24,500,000港元。本集團錄得
年內虧損86,900,000港元，而二零一二年同期錄得年內虧損38,800,000港元。虧損增加主要由於確認以股份形式付款開
支15,300,000港元所致，因中期期間內，本公司授出購股權，加上本公司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按公平值確認可換股票
據，預期使公平值變動產生虧損34,5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及六月，本集團已收取阿根廷政府執行的Petróleo Plus計劃所授予的補貼1,500,000港元。該項補貼收
取自Chañares，由其根據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簽署的營運協議所協定的分配方法予以分配。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對現有油井進行一次維修工程，油井維修後初始產量增加，業績理想。本集團已完成油田自有注
水能力投資。本集團之自有井液收集池及管道已投入使用，且本集團正投資進行改善，如熱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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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經營回顧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之核心及持續經營業務為石油勘探及生產。

石油勘探及銷售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對油井進行一次維修工程，油井維修後初始產量增加，業績理想。本集團已完成油田自有注水能
力投資。本集團之自有井液收集池及管道已投入使用，且本集團正投資進行改善，如熱能系統。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有10口生產井產生石油銷售收入並自Chañares收取Petróleo Plus計劃補貼。所有石油產量已透過油
田開採權擁有人Chañares出售予YPF Sociedad Anónima。於中期期間，石油銷售分部產生之營業額為46,400,000港元。

於中期期間，油氣財產折舊為13,000,000港元。

1.1 未來經營計劃

短期發展計劃

於二零一三年，本集團專注於油井維修及基礎設施投資以提高現有油井之產量。本集團已投資自有之集中式井液
收集池及收集管道，並已於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投入使用。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度完成油田自有注水能
力投資。本集團將繼續改善現有10口生產井之產量及營運成本，並計劃進行多項油井維修及致力改善集中式井液
收集池。

未來發展計劃

董事將根據二零一三年底阿根廷經濟形勢重估Chañares油田項目之未來發展計劃。未來業務計劃將根據有關該等
因素之審慎估計及有關該項目未來現金流量估計之假設而予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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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業務機會

於設立技術營運團隊及阿根廷業務穩定發展後，本集團繼續致力在石油及天然氣勘探及生產業務方面尋找機會。
本集團重點關注在美利堅合眾國等工業發達國家具有穩定生產基礎、探明儲量及若干發展機會的石油及天然氣田
項目。本集團正在北美尋找一些收購機會。倘該建議收購繼續進行，則該交易可能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十四章下本公司之主要╱非常重大收購交易，而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作進一步公
佈。董事會僅此強調該建議收購之協商未必一定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
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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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46,406 70,906

銷售成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040) (23,894)

 －其他成本  (22,237) (29,674)

其他收益及虧損  (34,274) 35

銷售、分銷及行政支出  (36,396) (39,522)

其他費用 4 (2,041) (511)

財務費用 5 (25,370) (15,795)

除稅前虧損  (86,952) (38,455)

稅項支出 6 – (3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及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7 (86,952) (38,766)

每股虧損

 －基本 8 (0.027) 港元 (0.017)港元

 －攤薄 8 (0.027) 港元 (0.01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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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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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468 648,468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6,878 204,456

其他可收回稅項  25,744 48,878

  881,090 901,802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232,270 232,188

持作買賣投資  30 37

銀行結餘及現金  4,997 2,680

  237,297 234,90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14,055 95,516

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12 39,463 65,808

可換股票據  24,561 25,927

衍生金融負債  10,000 –

  88,079 187,251

流動資產淨值  149,218 47,65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30,308 949,456

非流動負債
借款－於一年後到期 12 273,000 273,000

可換股票據  136,948 –

資產報廢責任  2,854 2,854

  412,802 275,854

  617,506 673,60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327,988 313,038

儲備  289,518 360,56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17,506 67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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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投資 繳入盈餘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儲備（附註） 購股權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經審核） 215,088 3,962,469 51,458 60,322 39,747 (410,143) 3,918,941

期內虧損及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38,766) (38,766)

發行新股份 33,000 16,500 – – – – 49,500

發行新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2,241) – – – – (2,241)

轉換可換股票據 13,200 12,467 – – – – 25,667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61,288 3,989,195 51,458 60,322 39,747 (448,909) 3,953,10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結餘（經審核） 313,038 4,022,678 – 60,322 39,747 (3,762,183) 673,602

期內虧損及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86,952) (86,952)

發行新股份 12,500 – – – – – 12,500

發行新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564) – – – – (564)

轉換可換股票據 2,450 1,142 – – – – 3,592

確認以股份形式付款開支 – – – – 15,328 – 15,328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27,988 4,023,256 – 60,322 55,075 (3,849,135) 61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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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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業務活動
 用於營運之現金 (56,960) (38,349)

 已付香港利得稅 – (778)

用於業務活動之現金淨額 (56,960) (39,127)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5,622) (6,358)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5,622) (6,358)

融資活動
 發行新股份所得款項 22,500 49,500

 發行附帶認股權證之新股份開支 (564) (2,241)

 發行可換股票據所得款項 100,000 –

 發行可換股票據開支 (3,500) –

 償還其他貸款淨額 (26,345) –

 償還銀行借貸淨額 – (18,920)

 已付利息 (17,192) (10,225)

來自融資活動現金淨額 74,899 18,11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2,317 (27,371)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680 29,509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997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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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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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除外。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中期期間強制性生效之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建立有關公平值計量的單一指引來源及公平值計
量的披露，並取代過往收錄於多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已作出相應修訂，以規定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作出若干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範圍廣泛，並應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計量及有關公平值計量披露的金融工具項目
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有少數豁免情況。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含公平值的新定義，並釐定公平值為在主要（或在最有利的）巿場
中於計量當日根據當時巿場狀況而出售資產所收取或轉讓負債所支付的價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項下的公平值是一個出售價格，
不管該價格是否可直接觀察得到或使用另一估值技巧而估計。另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含廣泛的披露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預期已採納新公平值計量及披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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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油相關化學品貿易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長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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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外部銷售 46,406 – 46,406

業績
分部業績 (319) – (319)

利息收入   –

其他收入   221 

未分配公司支出   (61,484)

財務費用   (25,370)

除稅前虧損   (86,952)

稅項支出   –

期間虧損   (86,952)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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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外部銷售 70,906 – 70,906

業績
分部業績 5,074 (762) 4,312

利息收入   –

其他收入   9

未分配公司支出   (26,981)

財務費用   (15,795)

除稅前虧損   (38,455)

稅項支出   (311)

期間虧損   (3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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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發掘潛在投資機會產生之支出 345 510

分類為下列項目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持作買賣投資 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虧損 1,690 –

 2,041 511

5.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借貸之利息
 －其他貸款 3,842 3,282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借貸之利息  

 －銀行借貸 7,821 6,016

可換股票據實際及折價利息開支 9,953 5,570

因延遲向供應商支付有關石油勘探及生產款項收取之賠償金 3,707 –

其他 47 927

利息開支總額 25,370 15,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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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作出香港利得稅
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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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已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201 24,152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1,382 1,71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9,449 9,724

根據購股權計劃以股份形式付款 15,328 –

可換股票據衍生部分之虧損 34,495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2,447) 3,405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86,952) (38,766)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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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3,822 2,270,548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可換股票據 – 388,615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23,822 2,659,163

9.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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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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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6 3,945

金屬銷售合同產生之應收賬款（附註a） 13,966 200,984

其他可收回稅項 30,573 13,553

應收一位前董事之款項（附註b） 5,091 5,091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177,554 8,615

 232,270 232,188

附註：

(a) 金屬銷售交易之條款乃基於貨到付款，而金屬銷售合同產生之應收賬款13,96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00,984,000港元）已逾期，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賬
齡為30日。該等逾期應收賬款於嚴格監控中。管理層認為，該等應收賬款最終會結清，故本集團並無就該等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作出撥備。本集團概無就該等
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b)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一筆貸款5,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5,000,000港元）乃由黃志榮先生的個人資產予以抵押。應收一位前董事款項指向黃志榮先
生作出之墊款，作為其所抵押資產之擔保。本公司董事預期黃志榮先生將於本集團欠貸款人之貸款獲償付時償付未清償結餘，而抵押其個人資產為擔保之押記
將獲解除。應收一位前董事款項之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期內尚未清償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最大數額
前董事 條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黃志榮先生 無抵押、免息，並於要求時償還 5,091 5,091 5,091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30至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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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自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呈列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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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6 3,945

31至60日 – –

61至90日 – –

91至120日 – –

 5,086 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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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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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34,447

金屬購買合同產生之應付賬款（附註a） – 16,781

收購持作買賣投資作為貸款之抵押應付賬款（附註b） – 16,115

應付利息 3,955 3,05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附註c） 9,649 25,120

 14,055 95,516

附註：

(a) 金屬採購交易之條款乃基於貨到付款，而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金屬購買合同產生之應付賬款16,781,000港元已逾期，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賬齡為
30日。

(b) 免息及按要求償還之數額指於二零一一年收購作為貸款抵押之持作買賣投資之應付賬款。

(c)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款項包括與潛在收購有關之應付專業費用及應計費用2,019,000港元。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對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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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11,574

31至60日 – 15

61至90日 – 38

91至180日 – –

180日以上 – 22,820

 451 3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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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借貸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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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貸包括：

銀行貸款 296,400 296,400

其他貸款（附註） 16,063 42,408

 312,463 338,808

分析為：
 有抵押 301,400 321,400

 無抵押 11,063 17,408

 312,463 338,808

須償還賬面值：
 於一年內 39,463 65,808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54,600 54,600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163,800 163,800

 五年以上 54,600 54,600

 312,463 338,808

減：流動負債下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39,463) (65,808)

 273,000 273,000

附註：其他貸款指來自獨立第三方之短期貸款。

本集團借貸之實際利率範圍（亦相當於合約利率）如下：

 實際利率 賬面值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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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定息借貸 24% 24%至31% 16,063 42,408

浮息借貸 4.41% 4.53% 296,400 296,400

   312,463 33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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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3,130,377,588 313,038

發行新股份（附註a） 125,000,000 12,500

轉換可換股票據（附註b） 24,500,000 2,45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3,279,877,588 327,988

附註：

(a)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有條件同意以每股配售股份0.18港元之價格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獨立第三方）
配售125,000,000股配售股份。此外，本公司將發行非上市認股權證，以每發行1股配售股份獲發5份認股權證之基準（並無初步發行價），賦予每份認股權證
之持有人權利於發行有關認股權證當日起三年期間隨時按行使價0.20港元認購1股新股份。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18港元較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於二零
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所報之股份收市價每股0.19港元折讓約5.26%。批准附有非上市認股權證之股份配售之普通決議案已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通過。附有非上市認股權證之新股份配售已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完成，而根據配售協議，125,000,000股附有非上市認股權證之新
配售股份已由配售代理以每發行1股配售股份獲發5份認股權證之基準配售予不少於六名為獨立第三方的承配人。

 新股份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1,600,000港元，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而因全部認股權證獲行使而獲得之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123,000,000港元，將用作一般
營運資金，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認股權證獲行使。

 上文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的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的通
函。

(b) 於本期間，本公司24,5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於轉換本金總額為3,675,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時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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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

按經常性基準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

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資料說明該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公平值之釐定方式（特別是所
使用之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以及基於公平值計量中輸入數據之可觀測程度對公平值計量加以分類（一至三級）之公平值層級及級別。

－ 第一級公平值計量乃自已識別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中所報未調整價格得出。

－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乃除第一級計入之報價外，自資產或負債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自價格衍生）觀察輸入數據得出。

－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乃計入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無法觀察輸入數據）之資產或負債之估值方法得出。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
持作買賣
 －上市股本證券 30 – – 30

金融負債
可換股票據轉換權 – 69,026 – 69,026

認股期權衍生負債 – 10,000 – 10,000

 – 79,026 – 79,026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
持作買賣
 －上市股本證券 37 – – 37

金融負債
可換股票據轉換權 – 4,934 – 4,934

於本期間及過往年度第一級、第二級與第三級之間並無轉撥。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所使用之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

第二級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乃按獨立專業人士提供之二項式定價模型或按實際利率折現之預期未來現金流之現值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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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為滿足一般營運資金需求，本集團於期內已決定透過配售股份及發行可換股票據籌集額外資本。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一
日，本公司透過以每股0.18港元配售125,000,000股新股份籌得所得款項淨額約21,6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四月
十一日，本公司透過配售總額為10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到期之8厘可換股票據（可按初步換股價每股0.19港元
（可予以調整）轉換為本公司股份）籌得所得款項淨額約96,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本公司透過以每
股0.19港元配售650,000,000股新股份籌得約118,600,000港元。下一年度，本公司將通過配售股份及發行可換股票據
籌集額外資金為一般營運資金需求籌資。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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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及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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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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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上市規則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
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佔已發行股本
  所持股份╱ 股本衍生工具  之百分比
董事 權益性質 相關股份數目 （附註1） 總權益 （附註2）

謝國輝 個人 2,200,000 – 2,200,000 0.07%

Allan Ritchie 個人 – 32,000,000 32,000,000 0.98%

附註：

1.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之所有權益均為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本公司購股權權益。

2. 百分比乃基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的 3,279,877,588 股股份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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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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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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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淡倉

    佔已發行股本
  身份⁄ 持有股份⁄ 之百分比
股東名稱 好倉╱淡倉 權益性質 相關股份數目 （附註2）

港駿寰宇投資有限公司 (附註1) 好倉 實益擁有人 7,466,856 0.23%

城添投資有限公司 (附註1) 好倉 實益擁有人 398,232,975 12.14%

南美石油投資（控股） 好倉 受控制公司權益 398,232,975 12.14%

 有限公司（附註1）

吳少章先生（附註1） 好倉 受控制公司權益 405,699,831 12.37%

附註：

1. 就董事所知，港駿寰宇投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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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乃基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的 3,279,877,588 股股份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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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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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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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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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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該計劃向董事及若干僱員授出認購合共 300,000,000 股股份的購股權仍未獲行
使，其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參與人士  行使期間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姓名及類別 授出日期 （包括首尾兩天） 行使價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失效 於期內注銷 調整 尚未行使
   港元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朱天升先生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至 1.610* 90,000 – (90,000) – – –

  三月十九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至 1.610* 90,000 – (90,000) – – –

  三月十九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至 1.610* 90,000 – (90,000) – – –

  三月十九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僱員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至 1.564* 2,096,667 – (2,096,667) – – –

  二月十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至 1.564* 2,096,667 – (2,096,667) – – –

  二月十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至 1.564* 2,096,667 – (2,096,667) – – –

  二月十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董事
Allan Ritchie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一日至 0.255 – 32,000,000 – – – 32,000,000

  四月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日

其他參與人士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至 1.564* 1,939,999 – (1,939,999) – – –

  二月十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至 1.564* 1,939,999 – (1,939,999) – – –

  二月十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至 1.564* 1,940,000 – (1,940,000) – – –

  二月十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一日至 0.141 140,000,000 – – – – 140,000,000

  十月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一日至 0.255 – 128,000,000 – – – 128,000,000

  四月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日

    152,379,999 160,000,000 (12,379,999) – – 300,000,000

* 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股份合併完成後於授出日期之經調整股份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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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就本期間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中期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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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同於管理架構及本集團內部監控過程中運用良好企業管治元素之重要性，以確保本集團所有業務活動及於作出
決策時乃受到適當規管。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已應用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之原則及守則條文，而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A.2.2、A.2.3及A.4.1 條守則條文之事項概述如下。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2條訂明，主席應確保所有董事均適當知悉董事會會議上產生的事項，而企業管治守則
之守則條文第A.2.3條則訂明，主席須負責確保董事及時接收充分資料（應屬完整可靠）。非執行董事何敬豐先生（於二零
一三年四月四日獲委任）已獲調任為非執行主席，自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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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並未按
特定任期委任。然而，所有非執行董事均須根據本公司細則輪席告退並可膺選連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行為守則以
規範董事之證券交易且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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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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及慣例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與董事審閱中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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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林庭樂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錢智輝先生及朱天升先生。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非執行主席何敬豐先生，三名執行董事謝國輝先生（行政總裁）、Allan Ritchie 先生（副行政總
裁）及陳志鴻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庭樂先生、錢智輝先生及朱天升先生。

代表董事會
長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謝國輝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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