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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ENERGY COMPANY LIMITED 

漢思能源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55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漢思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3 105,435  109,211 
     

直接成本及經營費用  (94,926)  (96,438) 
     

  10,509  12,773 
     

其他收益淨額 4 964  1,478 

行政費用  (32,428)  (26,911) 
     

經營虧損  (20,955)  (12,660) 
     

財務成本 5(a) (37,015)  (39,373) 
  

   

除稅前虧損 5 (57,970)  (52,033) 
     

所得稅 6 251  295 
  

   

期內虧損  (57,719)  (51,738) 
     

應佔：     
     

本公司股東  (54,107)  (48,787) 

非控股權益  (3,612)  (2,951) 
  

   

期內虧損  (57,719)  (51,738) 
     

每股虧損 7    
     

基本  (1.45仙)  (1.31仙) 
     

攤薄  (1.45仙)  (1.31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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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期內虧損  (57,719)  (51,73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綜合損益表的項目：     

     

－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1    (3,76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7,718)  (55,499) 

     

應佔：     

     

本公司股東  (54,108)  (52,228) 

非控股權益  (3,610)  (3,27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7,718)  (5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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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209,650  1,269,767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土地權益  262,375  265,848 

建築成本之預付款項  21,385  21,558 

無形資產  2,106  2,208 

遞延稅項資產  19,103  - 
     

  1,514,619  1,559,381 

流動資產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土地權益  7,147  7,145 

消耗品  16,398  16,46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63,355  62,680 

本期應退稅項  579  18,63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0,031  46,032 
     

  127,510  150,950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計提費用  48,486  59,182 

銀行貸款 10 63,403  63,380 
     

  111,889  122,562 
     
     

     

流動資產淨值  15,621  28,38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30,240  1,587,76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370  5,663 

銀行貸款 10 1,143,799  1,143,366 

應付關聯方款項 11 236,010  235,961 
     

  1,385,179  1,384,990 
     

     

資產淨值  145,061  202,77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73,264  373,264 

儲備  (252,337)  (198,229)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120,927  175,035 
     

非控股權益  24,134  27,744 
     

總權益  145,061  20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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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股份 特別 匯兌 法定 累計 非控股

股本 溢價 儲備 儲備 儲備 虧損 合共 權益 總權益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117,429 31,947            (696,413) 285,276       34,441    319,717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                -        (48,787) (48,787)         (2,951)     (51,738)

其他全面收益              -                -               -      (3,441)                -                 - (3,441)     (320)        (3,761)      

全面收益總額              -                -               -      (3,441)                -        (48,787) (52,228)         (3,271)     (55,499)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113,988 31,947       (745,200)     233,048  31,170     264,218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                -        (60,027) (60,027)         (3,601)     (63,628)

其他全面收益              -                -               -       2,014                -                 - 2,014      175          2,189       

全面收益總額              -                -               -       2,014                -        (60,027) (58,013)         (3,426)     (61,439)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116,002         31,947      (805,227)    175,035 27,744     202,779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                -        (54,107) (54,107)         (3,612)     (57,719)

其他全面收益              -                -               -             (1)                -                 - (1)            2              1              

全面收益總額              -                -               -             (1)                -        (54,107) (54,108)         (3,610)     (57,718)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116,001         31,947      (859,334)    120,927 24,134     145,061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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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以港元列示，另有注明者除外） 

 

1.   編製基準 

本公告所載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

報告，但為此報告的摘錄。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而編製，包

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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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獲董事會授

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與二零一四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

將於二零一五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任何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

於附註2。 

 

持續經營 

 

本集團將於一年內發生非營運現金流出額129,653,000元，即銀行貸款還款63,403,000元及應

付利息66,250,000元。除非本集團能夠從業務營運及╱或其他來源產生充足現金流入淨額，

否則待此等債項到期時，本集團將無法悉數履行責任，因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只有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40,031,000元。 

 

就此，董事已擬定若干方案應付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需要，包括: 

 

– 實施多種策略改善本集團的碼頭、轉輸、倉庫及貯存業務收入，以產生額外營運現金流

入； 

 

– 作出更大努力收回貿易應收賬款，以改善應收賬周轉期；及 

 

– 積極及定期檢討資本結構及於適當情況下藉發行債券或新股尋求額外資本來源。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三月與聯合石化亞洲有限公司（「聯合石化亞洲」，全球最大的

原油買家之一中石化的貿易公司）訂立為期五年之原油供應協議。根據原油供應協議，本

集團將於首合約年（二零一六年）向聯合石化亞洲供應最多1,500萬公噸之原油，其後各合

約年則供應最多2,500萬公噸之原油。董事預期原油供應協議將帶來額外經營現金流入，以

支持本集團之流動資金需要。 

 

作為持續經營評估之一環，本集團已審閱其現金流預測並得出結論，就本集團就能否成功

實行上述計劃並實現有關預測而言，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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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事實及情況顯示有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導致本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疑問，因

此，其可能無法於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資產及清償負債。 

 

基於上述董事意願及現金流預測，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實屬合適。倘本集團無法繼續按持續經營基準經營，則

須作出調整，以撇減資產價值至其可收回金額並就可能產生之其他負債撥備，以及將非流

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該等調整之影響並未於本中期

財務報告反映。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於本

集團及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年度改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年度改進 

 

該等發展概無對本集團本期間及先前期間所呈列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本集團

並無採用任何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透過按地區劃分之實體管理其業務。根據與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匯報

資料以分配資源及評價表現一致之方式，本集團識別到以下兩個可報告分部。本集團並無

合併任何經營分部，以組成下列可報告分部： 

 

－ 小虎島碼頭（「小虎石化庫」）：此分部為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番禺所經

營之提供碼頭、轉輸、倉庫及貯存的業務。 

 

－ 東洲國際碼頭（「東洲石化庫」）：此分部為本集團於中國東莞所經營之提供碼頭、轉輸

及貯存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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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價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資源而言，本集團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察各可報告

分部應佔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但不包括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及其他公

司資產。分部負債包括各分部應佔之其他應付款項及計提費用，以及各分部直接管理之銀

行貸款。 

 

收入及支出參照可報告分部所產生之營業額及該等分部所產生之支出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

所產生之折舊或攤銷金額而分配至可報告分部。 

 

匯報分部溢利╱（虧損）所採用之方法為「除稅前溢利╱（虧損）」，即「未計稅項前之

經調整盈利╱（虧損）」。為達致「除稅前溢利╱（虧損）」，本集團之盈利╱（虧損）

就並無特定歸屬個別分部之項目（如總部或公司行政成本）作出調整。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提供予本集團最高層

行政管理人員以分配資源及評價分部表現之本集團可報告分部資料載列於下文：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可報告分部收入 53,183 51,995 52,252 57,216 105,435 109,211 

 
      

可報告分部除稅前 

（虧損）／溢利 (967) 2,924 (43,877) (39,581) (44,844) (36,657)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總計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可報告分部資產 1,467,141 1,475,931 1,195,238 1,245,754 2,662,379 2,721,685 

       

可報告分部負債 1,353,624 1,355,950 1,051,206 1,057,807 2,404,830 2,41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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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報告分部收入、除稅前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105,435  109,211 

    

綜合營業額 105,435  109,211 

    

除稅前虧損    

    

可報告分部除稅前虧損 (44,844)  (36,657) 

未分配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395  (25)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支出 (13,521)  (15,351) 

    

綜合除稅前虧損 (57,970)  (52,033)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2,662,379  2,721,685 

沖銷分部間之應收款項 (1,034,023)  (1,031,709) 

    

 1,628,356  1,689,976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資產 13,773  20,355 

    

綜合總資產 1,642,129  1,710,331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2,404,830  2,413,757 

沖銷分部間之應付款項 (1,034,023)  (1,031,709) 

    

 1,370,807  1,382,048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負債 126,261  125,504 

    

綜合總負債 1,497,068  1,50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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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利息收入 177  15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  (6)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24)  348 

其他 911  981 

    

 964  1,478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 37,015  39,373 

 

(b) 員工成本*    

    

向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作出之供款 1,615  1,286 

薪酬、工資及其他福利 28,549  27,762 

    

員工成本總額 30,164  29,048 

    

(c) 其他項目    

    

折舊及攤銷 64,502  63,803 

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 2,106  2,105 

    

*   員工成本包括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900,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00,000元），該款項亦計入於上述個別披露的各自總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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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 – 以前年度之中國企業所得稅 44  - 

遞延稅項 – 暫時性差異之產生及回撥 (295)  (295) 

    

 (251) 
 

(295) 

附註： 

 (i)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香港利得稅而言，由於本集團於期內產生虧

損，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ii)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中國企業所得稅而言，由於本集團之中國附

屬公司於期內產生虧損，因此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計提撥備（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附屬公司之適用稅率為25%。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與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未分配利潤相關之暫時性稅項差

異合共為157,846,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9,072,000元）。本公司未有

就於分派此等未分配利潤而應付之稅項確認遞延稅項負債7,892,000元（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7,954,000元），原因是本公司控制該等附屬公司之股息政策，並確認

很可能不會於可見將來分派該等未分配利潤。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之普通股股東應佔虧損54,107,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8,787,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732,638,000股普通股（截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732,638,00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任何具攤薄作用之潛在普通

股，故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購置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添置碼頭及貯存設施的成本約為592,000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231,000元）。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概無重大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出售事項。 

 



- 11 -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結算日，根據發票日期及已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貿易應收款項（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內 24,205  23,240 

一個月以上但兩個月內 3,255  2,636 

兩個月以上但三個月內 1,628  2,300 

三個月以上 29,692  22,898 

    

貿易應收款項（已扣除呆壞賬撥備） 58,780  51,074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575  11,606 

 
 

 
 

 63,355  62,680 

 

視乎洽談結果而定，賒賬期一般僅授予有良好交易記錄之主要客戶。本集團給予客戶平均30 

天之賒賬期。 

 

(a)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以撥備賬記錄，惟倘本集團相信收回有關款項之可能性極低，則減

值虧損直接在貿易應收款項中撇銷。 

 

本公司的一家中國附屬公司與中石化廣東石油分公司（以下簡稱「承租人」）於二零零四年

簽署了石油儲罐租賃協議（「租賃協議」）。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承

租人因其業務狀況發生變化而單方面要求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終止租賃協議。 

 

就此，本集團自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停止就租賃協議確認收入。另外，仍有因租賃協議之

初期免租期而產生的預提應收租金收入（包含在貿易應收賬款內）人民幣90,795,000（相當

於115,091,000元）。由於不確定租賃協議是否在剩餘租期繼續執行，因此已預提的應收租金

收入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數確認為減值虧損。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除上述提及之預提應收租金收入外，本集團並無其他未償

還應收承租人之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一日，本集團根據租賃協議之特定條款及條件向廣州市仲裁委員會（「仲

裁委員會」）就承租人單方面要求終止租賃協議申請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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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本集團接獲仲裁委員會發出之仲裁裁決（「仲裁裁決」），裁決如

下： 

 

－  解除本集團與承租人簽訂的《油罐租賃協議》及《油罐租賃補充協議》； 

 

－  承租人向本集團支付違約金人民幣607,320,000（相當於772,475,000元）； 

 

－  本集團向承租人返還使用費人民幣21,786,000（相當於27,711,000元）； 

 

－  對本集團的其他仲裁請求不予支持； 

 

－  對承租人的其他仲裁反請求不予支持；及 

 

－  本案仲裁費金額為人民幣4,982,000（相當於6,336,000元），由本集團承擔人民幣996,000

（相當於1,267,000元），承租人承擔人民幣3,986,000（相當於5,069,000元）。反請求仲

裁費金額為人民幣9,559,000（相當於12,159,000元），由本集團承擔人民幣956,000（相

當於1,216,000元），承租人承擔人民幣8,603,000（相當於10,943,000元）。 

 

仲裁委員會頒令，上述裁決款項相互抵扣後，承租人須自仲裁裁決送達之日起十日內，一次

性向本集團繳付上述裁決款項淨額。仲裁裁決自仲裁裁決頒發當日起具有法律效力。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向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院」）申請強制承租人

履行仲裁裁決，並收到法院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發出之執行案件立案通知書。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本集團接獲法院發出之應訴通知書（「通知書」）。根據通知 

書，法院已受理承租人申請撤銷仲裁委員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作出的仲裁裁決。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本集團與承租人訂立和解協議（「和解協議」），以解決油罐租賃

協議書之糾紛。租賃協議及補充協議已根據和解協議終止。本集團同意撤回就仲裁委員會所

作仲裁裁決而提出之強制執行申請，並豁免承租人根據仲裁裁決被勒令向本集團應支付之款

項金額（包括違約金）。承租人同意撤回提出之撤銷仲裁裁決立案，並豁免本集團根據仲裁

裁決被勒令向承租人應返還之油罐使用費。本集團及承租人同意承擔各自交納之仲裁費用、

律師費用及其他開支。本集團及承租人同意彼等將繼續共同經營貯存業務，以及承租人同意

協助本集團物色新客戶租賃油罐租賃協議書項下擬定之油罐。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以上租賃協議已於二零一一年作出呆壞賬撥備

121,704,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根據本集團與承租人所訂立的和解

協議，該筆呆壞賬撥備已直接於貿易應收款項中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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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銀行貸款 

 

(a) 銀行貸款賬面值的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流動負債        

短期銀行有抵押貸款 63,403  63,380 

長期銀行有抵押貸款 1,143,799  1,143,366 
    

 1,207,202  1,206,746 

 

(b)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於一年內或應要求時 63,403  63,380 
    

一年後但兩年內 63,403  63,380 

兩年後但五年內 268,831  266,194 

五年後 811,565  813,792 
    

 1,143,799  1,143,366 
    

    

 1,207,202  1,206,746 

 

(c)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額度合共1,207,202,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206,746,000元），乃以本集團若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為

1,230,309,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80,643,000元）之固定資產作抵押。於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已動用之銀行融資額度為1,207,202,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206,746,000元）。 

 

 

11.  應付關聯方款項 

 

應付關聯方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關聯方已確認無意於自結算日起十二個

月內要求還款，因此該等結餘呈列為非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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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中期財務報告初稿之審閱報告節錄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中期

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沒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重點事項 

 

我們不就審閱結論發表保留意見，但請注意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所述，貴集團將於一年內償還銀

行貸款及利息合共129,653,000港元。據此，貴集團能否滿足該等流動資金需求，視乎其能否自未

來營業活動及╱或其他來源產生充裕現金流入淨額。該等事實及情況顯示有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

導致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疑問。 

 

中期財務報告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基於貴集團能自未來營業活動及╱或其他來源產

生充裕現金流量，以滿足其流動資金承諾。更多詳情載於附註1。中期財務報告概無就貴集團無

法繼續按持續經營基準經營而載入任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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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經營於番禺（「小虎石化庫」）及東莞 （「東洲石化庫」）的兩個液化產品碼頭

業務，以及小虎島的固體化學品倉庫及物流中心（「固化倉庫中心」）的經營業績載列如下：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截止六月三十日至六個月  截止六月三十日至六個月 

經營財務數據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變化 %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變化 % 

           
 

    

液化產品碼頭、貯存以及 

轉輸服務 
 

       

船隻泊岸總數        

－ 外地 109 89 +22.5  53 57 -7.0 

－ 本地 180 159 +13.2  120 138 -13.0 

接收貨物之貨車數目 11,940 6,636 +79.9  20,809 12,085 +72.2 

灌桶數目 20,636 23,171 -10.9  708 437 +62.0 

轉輸數量（公噸）        

－ 油品 - - -  - 106,616 -100.0 

－ 石化品 101,431 79,775 +27.1  1,601 1,597 +0.3 

碼頭吞吐量（公噸） 542,000 442,000 +22.6  473,000 770,000 -38.6 

貯存罐區吞吐量（公噸） 768,000 596,000 +28.9  953,000 1,139,000 -16.3 

        

固體化學品倉庫服務 
 

       

已租出建築面積（平方米） 26,520 24,475 +8.4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收貨量（公噸） 36,194 35,102 +3.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發貨量（公噸） 34,864 32,768 +6.4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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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產品碼頭業務 

 

小虎石化庫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小虎石化庫的主要經營指標實現強勁增長。碼頭及貯存

罐區的總吞吐量分別增加22.6%及28.9%。同時，船隻泊岸數目 （包括外地及本地船隻）計為289

艘，與去年同期的248艘比較，增加16.5%。該業績主要源於將燃油貯存罐翻修，以提供輕油及

化學品貯存，以應付市場需求轉變。於報告期末，逾60%燃油貯存罐已完成翻修。該結果反映輕

油產品市場復甦。油罐的平均出租率維持平穩，而化學品貯存罐的平均出租率於期內則高達約

97%。 

 

東洲石化庫 

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若干大客戶額貯存期較長，因而東洲石化庫之船舶周轉效率較低。此外，

東洲石化庫周邊的少量新建石油及化學品貯存設施投入運營，此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市場競爭環

境惡化並減少我們的市場份額。再者，國內化學品價格低於國際水平，導致化學品進口量減少，

東洲石化庫之營運面臨挑戰。碼頭及貯存罐區的總吞吐量於期內分別減少38.6%及16.3%。同時，

船隻泊岸數目（包括外地及本地船隻）為173艘，與去年同期的195艘比較，減少11.3%。此外，

隨著油品混合業務的萎縮，油品轉輸數量相應縮減。雖然碼頭及貯存罐區的吞吐量急跌，但在我

們的努力下，平均出租率於期內微降達80.9%。 

 

 

固體化學品倉庫業務 
 

由於原油價格相對較低，加上化學品業務逐漸復甦，固化倉庫中心的表現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得

到改善。期末，出租建築面積為約26,520平方米，較去年同期增加8.4%，平均出租率約82.2%。

具體而言，甲級產品之出租率高達100%。因此，期內的收貨量及發貨量分別按半年上升3.1%及

6.4%。 

 

 



- 17 - 

 

經營財務數據 
 

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為小虎石化庫及東洲石化庫。小虎石化庫及東洲石化庫的營業額明細如下：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截止六月三十日至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碼頭、貯存以及轉輸收入 38,683 72.8 37,327 71.8 

 

51,534 98.6 56,235 98.3 

港口收入 1,242 2.3 1,541 3.0  718 1.4 981 1.7 

固體化學品倉庫收入 13,258 24.9 13,127 25.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小虎石化庫 

期內，小虎石化庫提供液態產品之碼頭、貯存及轉輸設施業務的營業額約3,990萬港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2.7%。雖然貯存單價因競爭激烈而減少，惟營業額上升主要原因是碼頭吞吐量及貯存

罐區吞吐量大幅上升。 

 

固化倉庫中心收入增加1.0%。主因是已租出面積由去年同期的75.7%增加至82.2%，然而，貯存

單價輕微下跌。 

 

 

東洲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於期內就提供碼頭、貯存以及轉輸服務之營業額約為5,23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5,720

萬港元下跌8.6%。其中一項原因是吞吐量減少，令經營收入下跌。另外亦因為競爭激烈，導致

貯存單價率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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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石油及石化市場環境依然面對重重挑戰。上年度貿易市場因油價下滑而受

挫，但隨著油價於今年初逐漸回升，貨流量及倉儲需求已日見殷切。小虎石化庫把握時機，成功

改善出租率及處理服務的表現。全球許多地區的經濟狀況持續不明朗，尤其是歐元區及中國。多

國中央銀行繼續堅決維持政策環境，力爭恢復經濟可持續增長。中國人民銀行最近下調人民幣匯

率正好反映當局決心。我們認為此舉將刺激中國出口，但可能同時會造成民眾資金流出，以減低

其外匯虧損。預期本年度餘下時間將有更多利好的貨幣措施出台以維持中國經濟穩定。美國經濟

增長很可能加速。此外，隨著油價下跌，實際收入持續增加。然而，國內市場仍然充滿未知之數，

例如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出口及資金流出之影響、美國貨幣緊縮措施之時間及石油及石化貨櫃走向

的反應等。 

 

 液化產品碼頭業務 

 

我們預期該業務於本年度下半年將有溫和增長。本集團繼續致力於未來業務發展，以提高兩個港

口容量的使用率。特製新儲罐及持續提供新服務，乃吸引新價值客戶之關鍵。隨著中國液化天然

氣市場逐步發展，未來數年將是碩果豐收之好時機。東洲石化庫的空置土地最適合液化天然氣供

應客戶進駐。本集團已採取積極措施及行動，例如在珠江三角洲落實發展液化天然氣加氣站，務

求提升本集團捕捉該增長機會的優勢及能力。 
 

 固化倉庫中心 

 

於二零一五年下半年，我們將盡力拓展本集團固化倉庫中心業務的市場。我們將繼續提供優質服

務及擴大客源，特別引入高端知名跨國公司進駐我們的中心，以擴展其市場份額。我們預期業務

未來將穩定增長。 

 

 原油質易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本集團成功與聯合石化亞洲有限公司（「聯合石化亞洲」）簽訂原油供應長期

協議，而聯合石化為全球最大原油買家之一中石化的貿易公司。簽訂該合約標誌本集團揭開歷史

新一頁。根據該合約，合約首年供應量最多為1,500萬噸，其後四年每年供應量最多為2,500萬噸。

就此，本集團於未來五年將為聯合石化亞洲採購原油，最高數量達1.15億噸或約8億桶。參考現

行原油市價每桶45美元，該合約一旦執行，可為本集團創造銷售營收約360億美元。合約條款之

背對背結構設計控制了本集團承受全球商品價格波動的風險並減低其大部分經營風險。該貿易業

務預期將為本集團帶來龐大營業額及現金流，並改善其財務狀況，以致最終為股東創造價值。該

業務為本集團未來數年的持續增長奠下穩定基礎。 

 

鑑於國有企業之原油進口總量於二零一四年急升至接近3億噸，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原油進口

國。就此，本集團全面發揮所長，在消費需求與生產供應之間搭建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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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止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止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變化 

 千元 千元 % 

    

營業額 105,435 109,211 -3.5 

營業額扣除直接成本及經營費用 10,509 12,773 -17.7 

除利息及稅項前虧損（「LBIT」） (20,955) (12,660) +65.5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54,107) (48,787) +10.9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EBITDA」） 43,547 51,143 -14.9 

毛利率 10.0% 11.7% -14.5 

淨虧損率 (54.7%) (47.4%) +15.4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1.45) (1.31) +10.7 

每股攤薄虧損（港仙） (1.45) (1.31) +10.7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由二零一四年同期之1.092億港元，輕微

減少3.5%至1.054億港元。雖然東洲石化庫石油貯存及處理服務的收入分別增加370萬港元及110

萬港元，但由於東洲石化庫碼頭及貯存罐區的總吞吐量下跌，導致化學品貯存收入及轉輸收入於

期內分別減少770萬港元及170萬港元。儘管總成本輕微減少1.6%，期內經營溢利總額由1,280萬

港元減少17.7%至1,050萬港元，而毛利率則由11.7%減少14.5%至10.0%。期內本公司與中石化解

決有關石油儲罐租賃協議的爭端後，預付仲裁費用630萬港元計入損益。就此，較去年同期，LBIT

由1,270萬港元增加至2,100萬港元，而EBITDA由5,110萬港元減少至4,350萬港元。本公司股東應

佔虧損由二零一四年同期的4,880萬港元增加至5,410萬港元。期內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按半年由

1.31港仙上升至1.45港仙。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額約為

4,0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00萬港元）。大部分資金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持

有。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14（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3），而本

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定義為總負債除以總權益）為10.32（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3）。增幅乃由於期內產生虧損以致股東權益減少所致。 

 

 

財務資源 
 

現時現金儲備及經常性營運現金流量足以應付現時日常營運所需。本集團將小心留意資本市場及

債務市場的狀況以及本集團最新發展之情況，從而確保善用財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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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償銀行貸款為12.07億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07億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損益內確認財務成本約為3,700萬港元（二

零一四年：3,900萬港元）。 

 

 

稅項 
 

本集團於期內產生虧損，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適用稅率為

25%（二零一四年：25%）。 

 

 

匯率波動風險及有關對沖 
 

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持有。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營運支出

主要為人民幣，其並常以人民幣收取收益。管理層認為本集團之匯率風險不大，並認為毋須採用

衍生工具進行對沖。 

 

 

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就獲授之銀行融資向貸款方提供本集團若干固定資產作抵押品。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發展碼頭及購買港口和貯存設施而作出已訂約但未於中期財

務報告撥備之資本開支合共為2,0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00萬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發展碼頭及購買港口和貯存設施而作出未訂約但經董事會批

准且未於中期財務報告撥備之資本開支約為1.49億港元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9億港

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約有440名僱員（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5名）。對比有關市場情況下，僱員薪酬

保持在具競爭力之水平，並與表現掛鈎。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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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並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

以及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a)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乃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所列明之原則及守則條文（「守

則條文」）為根本。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 A.2.1、A.4.1 及 E1.2

條之規定，詳情已載於二零一四年年報內。 

 

本公司定期檢討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持續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b)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而全體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均遵循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戴偉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戴偉先生（主席）、馮志鈞先生、劉志
軍女士及張雷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偉強先生、陳振偉先生及章小婉小姐。 

 

網站 :  www.hansenerg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