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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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5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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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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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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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3 115,167  110,332 
     

直接成本及經營費用  (81,410)  (92,336) 
     

  33,757  17,996 
     

其他收益 4 2,507  1,303 

行政費用  (28,547)  (30,964) 
  

 
  

經營溢利╱（虧損）  7,717  (11,665) 
     

財務成本 5(a) (23,505)  (30,403) 
  

   

除稅前虧損 5 (15,788)  (42,068) 
     

所得稅 6 2,116  (4,313) 
  

   

期內虧損  (13,672)  (46,381) 
     

應佔：     
     

本公司股東  (13,615)  (43,949) 

非控股權益  (57)  (2,432) 
  

   

期內虧損  (13,672)  (46,381) 
     

每股虧損 7    
     

基本  (0.36仙)  (1.18仙) 
     

攤薄  (0.36仙)  (1.1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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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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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期內虧損  (13,672)  (4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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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1  (4,56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8,331)  (50,950) 

     

應佔：     

     

本公司股東  (8,756)  (48,153) 

非控股權益  425  (2,79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8,331)  (5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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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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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211  938,981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土地權益  225,415  221,861 

預付款項  8,688  9,679 

無形資產  1,821  1,900 

遞延稅項資產  8,095  6,023 
     

  1,172,230  1,178,444 

流動資產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土地權益  6,494  6,301 

消耗品  14,016  13,49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67,558  66,80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656  22,235 
     

  114,724  108,839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計提費用  54,374  50,308 

銀行貸款 9 62,219  55,897 
     

  116,593  106,205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1,869)   2,6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70,361  1,181,07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805  3,952 

銀行貸款 9 919,464  924,536 

應付關聯方款項 10 261,922  259,089 
     

  1,185,191  1,187,577 
     

     

負債淨值  (14,830)  (6,49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73,264  373,264 

儲備  (404,248)  (395,492)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虧絀  (30,984)  (22,228) 
     

非控股權益  16,154  15,729 
     

總虧絀  (14,830)  (6,499) 

 



- 4 -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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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 累計 非控股

股本 溢價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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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100,182 31,947                   469      (899,696) 65,215         20,564      85,779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                -                -        (43,949) (43,949)         (2,432)     (46,381)

其他全面收益              -                -               -      (4,204)                -                -                 - (4,204)     (365)        (4,569)      

全面收益總額              -                -               -      (4,204)                -                -        (43,949) (48,153)         (2,797)     (50,950)

贖回可換股債券              -                -               -             - -                        (469)                 - (469)                     -          (469)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95,978 31,947                      - (943,645)     16,593    17,767     34,360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                -                -        (31,662) (31,662)         (1,265)     (32,927)

其他全面收益              -                -               -      (7,159)                -                -                 - (7,159)     (773)        (7,932)      

全面收益總額              -                -               -      (7,159)                -        (31,662) (38,821)         (2,038)     (40,859)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88,819         31,947                -      (975,307)    (22,228) 15,729     (6,499)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期內虧損              -                -               -             -                -                -        (13,615) (13,615)              (57)     (13,672)

其他全面收益              -                -               -       4,859                -                -                 - 4,859      482          5,341       

全面收益總額              -                -               -       4,859                -                -        (13,615) (8,756)     425                (8,331)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373,264      710,477   (251,428)     93,678         31,947                -      (988,922)    (30,984) 16,154     (1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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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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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與二零一六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

將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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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

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年初至今之會計政策之應用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之呈

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算。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之解釋附註。該等附註包括解釋對本集團

自二零一六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刊發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之變動而言屬重要之事

項及交易。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含所有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規定之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

師事務所致董事會之獨立審閱報告節錄載於第13頁。 

 

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並載入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比較資料之財

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核數師於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核數師報告中對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

見，但亦載入有關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的重大不確定性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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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能力的重大不確定性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為1,869,000元而負債淨額為14,830,000

元，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虧損淨額13,672,000元。本集團預期於一年

內產生非經營現金流出額108,890,000元，即(i)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及二零一八年六月分別

償 還銀行貸款31,109,000元及31,110,000元；及(ii)應付利息46,67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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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待此等銀行貸款及利息到期時，

本集團將無法悉數償還付款，因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只有現金及現金等值

項目26,656,000元。 

 

董事已採取若干方案改善本集團的營運現金流，包括： 

 

— 實施多種策略改善本集團的貯存、倉庫及轉輸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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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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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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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事實及情況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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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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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

生效。該等發展概無對本中期財務報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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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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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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價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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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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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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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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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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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總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報告分部收入 67,813 60,260 47,354 50,072 115,167 110,332 

 
      

可報告分部除稅前 

溢利／（虧損） 22,089 17,406 (24,514) (42,932) (2,425) (25,526)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總計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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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625 1,236,858 940,802 944,885 2,202,427 2,181,743 

       

可報告分部負債 1,096,741 1,098,422 944,483 924,265 2,041,224 2,022,687 

 

(b) 可報告分部收入及除稅前虧損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115,167  110,332 

    

綜合收入 115,167  110,332 

    

虧損    

    

可報告分部除稅前虧損 (2,425)  (25,526) 

未分配其他收益╱（開支） 653  (213)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支出 (14,016)  (16,329) 

    

綜合除稅前虧損 (15,788)  (4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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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利息收入 103  13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4)  (719)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478)  672 

其他 2,886  1,220 

    

 2,507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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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 23,505  28,233 

可換股債券利息 -  2,170 

    

 23,505  30,403 

 

(b) 員工成本*    

    

向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作出之供款 1,681  1,377 

薪酬、工資及其他福利 29,178  25,668 

    

員工成本總額 30,859  27,045 

    

(c) 其他項目    

    

折舊及攤銷 44,273  58,316 

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 2,531  2,111 

    

*   員工成本包括物業的經營租賃費用9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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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元     千元 

    

遞延稅項 – 暫時性差異之產生及回撥 2,116  (4,313) 

 

附註： 

 (i)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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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ii)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附屬公司之估計每年實際稅率

為2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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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82,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0,92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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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4,000元（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8,54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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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5,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3,949,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732,638,000股普通股（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732,638,00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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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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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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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一個月內 19,775  18,811 

一個月以上但兩個月內 901  3,583 

兩個月以上但三個月內 211  180 

三個月以上 39,683  38,590 

    

貿易應收款項（已扣除呆壞賬撥備） 60,570  61,164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988  5,642 

 
 

 
 

 67,558  6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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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逾期超過三個月以上的貿易應收款項，指應收一名客戶39,451,000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277,000元），該名客戶出現財政困難。為了索回貿易

債務人的地位，本公司已向中國法院呈交申請，且法院已向本集團授出客戶存於本集團倉庫

的貨物具留置權。其後，法院以拍賣方式出售貨品。由於在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數宗有 

關客戶的法律個案仍在處理，拍賣所得款項仍由法庭監管。以本案例而言，本集團已獲中國 

法律意見，認為本團較該名客戶的其他債權人可優先取得該筆所得款項。按上文所述，董事 

檢討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該名客戶款項的可收回能力，且並未為此作減值虧損。 

 

除上文所述外，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貿易款項數名獨立客戶有關，彼等與本集團具有良好 

交易記錄。根據過往經驗，由於信貸質素並無出現重大變動，且認為有關結餘可悉數收回，

管理層相信無須為該等結餘作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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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銀行貸款 

 

(a)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銀行貸款（有抵押）    

    

於一年內或應要求時 62,219  55,897 
    

一年後但兩年內 62,219  62,605 

兩年後但五年內 474,711  432,643 

五年後 382,534  429,288 
    

 919,464  924,536 
    

    

 981,683  980,433 

 

(b)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融資合共981,683,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980,433,000），由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714,394,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3,281,000元）及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土

地權益的賬面淨值219,479,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80,433,000）作抵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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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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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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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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經營能力的重大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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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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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思能源有限公司為華南地區提供液體石化產品之碼頭及貯存設施及服務之翹楚。於本報告內，

「漢思」、「漢思能源」、「我們」及「本公司」可指漢思能源有限公司或其任何一家或多家合併附

屬公司（「本集團」）。 

 

公司簡介 

 

本集團為能源行業之領先中游企業，於華南地區提供石油、液體化工品及氣體產品之綜合碼頭港

口及倉儲物流服務，並於其自有港口及貯存罐區提供增值服務。本集團擁有及經營三大設施，即

番禺石化品碼頭（「小虎石化庫」）、番禺固體化工品倉庫及物流中心（「固化倉庫中心」）及

東洲石化品碼頭（「東洲石化庫」）。 

 

營運表現回顧 

 

期內兩個石化庫的出租率及貨運量如下：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運統計數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化 %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化 % 

           
 

    

液化產品碼頭及 
  轉輸服務 

       

        

船隻泊岸總數        

－ 本地 544 342 +59.1  196 223 -12.1 

－ 外地 100 107 -6.5  49 64 -23.4 

接收貨物之貨車數目 21,797 17,651 +23.5  20,485 18,095 +13.2 

灌桶數目 17,355 24,459 -29.0  2,822 31 +9003.2 

轉輸量（公噸）        

－ 石化品 88,846 153,839 -42.2  2,559 496 +415.9 

庫區吞吐量（公噸） 1,873,000 1,300,000 +44.1  1,235,000 1,321,000 -6.5 

－ 碼頭吞吐量 1,497,000 974,000 +53.7  738,000 860,000 -14.2 

－ 裝車台吞吐量 376,000 326,000 +15.3  497,000 461,000 +7.8 

        

貯存服務        

出租率－油品及化工品 79.5% 54.6% +24.9
百分點 

 71.4% 84.7% -13.3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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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石化庫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運統計數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化 % 

           固體化工品倉庫服務    

    

收貨量（公噸） 24,050 29,232 -17.7 

發貨量（公噸） 23,625 30,609 -22.8 

已租出面積（平方米） 30,964 24,618 +25.8 

出租率 95.6% 76.1% +19.5 
百分點 

 

液化產品碼頭業務 

 

小虎石化庫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小虎石化庫的主要經營指標實現重大增長。碼頭吞吐量

及裝車台吞吐量分別增加53.7%及15.3%。由於吞吐量增長，本地船隻泊岸數目及接收貨物之貨

車數目據此分別增加59.1%及23.5%。於去年年底，本公司將所有燃料油貯存罐翻修為輕油貯存

罐，以應對市場變革。就此，本集團介紹新客戶使用輕油貯存罐，同時現有客戶則繼續維持貯存

量增長，令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油品貯存罐的平均使用率達72.6%，二零一六上半年年則為

42.4%。期內化工品貯存罐的平均使用率保持在97–98%的高水平，兩個類別於二零一七年上半

年的平均出租率合共為79.5%，較去年上半年上升24.9個百分點。 

 

東洲石化庫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東洲石化庫依然面對石油及石化市場的重重挑戰。雖然接收貨物之貨車數

目和裝車台吞吐量於期內分別增加13.2%及7.8%，然而碼頭吞吐量、本地及外地船隻泊岸總數較

去年分別減少14.2%、12.1%及23.4%。主要由於二零一七年五月至六月期間國際原油價格急跌，

油品調和客戶普遍持觀望態度，減少石油及石化品貿易，令期內貯存罐的平均使用率按半年由

84.7%減少至71.4%，下跌13.3個百分點。本集團會繼續盡最大努力發掘市場潛能以及拓展其油品

及化學品貯存量。 

 

 

固體化工品倉庫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出租平均面積按半年增加25.8%。二零一七年上半

年之出租率約為95.6%，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上升19.5個百分點，主要由於期內約有12,000平方米

建築面積之倉庫（屬存放危險程度較低的貨品類別）租予一家客戶運作，佔整體已出租面積約

37.5%。就此，因租予該客戶自行營運令固化倉庫中心之收貨量及發貨量於期內分別較去年同期

減少17.7%及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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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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虎石化庫及東州石化庫之收入額明細如下： 

 
     小虎石化庫     東洲石化庫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貯存及轉輸收入 53,655 79.1 44,883 74.5  46,348 97.9 48,817 97.5 

港口收入 1,758 2.6 1,819 3.0  1,006 2.1 1,255 2.5 

固體化工品倉庫收入 12,400 18.3 13,558 22.5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小虎石化庫 

小虎石化庫期內就提供液態產品之碼頭、貯存以及轉輸設施業務之收入約為5,540萬港元，較去

年同期的4,670萬港元上升18.6%，與貯存罐使用率提高及碼頭吞吐量大幅上升相符，縱使貯存單

價因競爭激烈而輕微減少。 

 

固化倉庫中心期內收入約為1,24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360萬港元減少8.5%，雖然已租出平均

面積於本期內顯著增加，但存放危險程度較低的貨品類別的倉庫平均單價下跌，抵銷已租出平均

面積增加之租金收入。此外，期內操作費收入減少，令整體固化倉庫中心收入輕微下跌。 

 

東洲石化庫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東洲石化庫就提供液態產品之碼頭、貯存以及轉輸設施之

收入由去年同期的5,010萬港元減少至4,730萬港元，減少5.4%。收入減少主要由於人民幣（「人

民幣」）於期內貶值對收入換算造成匯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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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也未有扭轉低增長的形勢，加上國際原油價格持續在較低價位徘徊，

國際及國內石油化工市場表現平平。在這樣的環境下，需要更加積極和靈活的經營策略，一方面

努力拓展新的客戶，另一方面要做好內部的挖潛和增效工作，以保證本公司業務不受經濟環境和

市場疲軟影響，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 

 

 液體產品碼頭業務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小虎石化庫的經營狀況較去年有較大提升，除了轉輸及灌桶兩項業務數量不及

去年同期，其他裝卸船╱車數量、貨物吞吐量均比去年同期有加大幅提高，儲罐總體出租率亦提

升至將近80%。營業收入亦有所提升。就目前情況看，下半年仍將會維持較好的經營勢頭。東洲

石化庫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受經濟形勢影響，出租率略有下降，但由於平均單價提高，總體收入基 

本上與去年持平。預計下半年東洲石化庫業務將有所回升，全年營業收入亦有望超過去年的水

平。另外，本公司仍在積極與潛在客戶商談，爭取利用東洲石化庫的保留地及港口富餘能力，與

對方合作建設新的液化石油氣╱液化天然氣儲罐及碼頭的配套改造。此項目如可落實，將大幅提

高東洲石化庫的整體效益。 

 

 固體化工品倉庫業務 
 

二零一七年下半年，固體化工品倉庫業務將繼續保持穩定，維持現有的收入水平。 

 

 油品╱天然氣零售業務 
 

本公司與一家位於廣州市之地方國有企業合資建設的加油╱加氣站預計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開

工建設。此項目建成後將為本公司帶來可觀的毛利。成品油零售業務將作為本公司今後發展的一

個新的業務方向，預計未來幾年，本公司還將以新建╱收購╱合資合作經營等方式經營更多的加

油╱加氣站，以形成新的業務板塊，為本公司帶來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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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止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止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變化 

 千元 千元 % 

    

收入 115,167 110,332 +4.4 

收入扣除直接成本及經營費用 33,757 17,996 +87.6 

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虧損)（「EBIT/LBIT」） 7,717 (11,665) -166.2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13,615) (43,949) -69.0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溢利（「EBITDA」） 51,990 46,651 +11.4 

毛利率 29.3% 16.3% +79.8 

淨虧損率 (11.8%) (42.0%) -71.9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0.36) (1.18) -69.5 

每股攤薄虧損（港仙） (0.36) (1.18) -69.5 

 

期內，本集團之財務表現持續改善。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由去年同

期的1.103億港元增加至1.152億港元，增幅4.4%。主要由於期內小虎石化庫之出租率持續改善及

碼頭吞吐量獲得增長，帶動期內小虎石化庫之油品貯存收入由1,290萬港元增加61.0%至2,080萬

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成本為8,14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9,230萬港元

減少11.8%。總成本減少乃主要由於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自二零一六年第四季起悉數折舊，令

期內的折舊開支減少。就此，期內之經營溢利按半年由1,800萬港元大幅增加87.6%至3,380萬港

元，而毛利率則按半年由二零一六年的16.3%上升至二零一七年的29.3%。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EBIT為77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LBIT為1,170萬港元大幅提升，而EBITDA則由

去年同期的4,670萬港元增加至5,200萬港元。期內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按半年由1.18港仙減少至

0.36港仙。該正面指標反映業務正逐步改善。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額約為2,670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2,220萬港元），資金乃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持有。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為0.98（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2）。本集團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定義為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101.2%（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00.5%）。較高的比率表示本集團的槓桿率較高。本集團將會積極考慮各種融

資方法，以改善我們現有的財務狀況，並降低本集團的槓桿程度。 

 

 

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透過其業務經營滿足其營運資金需求。本集團

一直採取多種措施改善本集團之經營現金流，以應付未來的日常經營及償還銀行貸款。本集團將

充分關注資本及債務市場以及本集團的最近發展，以確保有效利用財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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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償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為9.82億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9.80億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損益內確認的財務成本約為2,350

萬港元（二零一六年：3,040萬港元）。 

 

稅項 
 

就香港利得稅而言，本集團期內錄得虧損。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中國附屬

公司之適用稅率為25%（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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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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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人民幣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所升值，本集團於換算中國附屬公司的財

務報表上產生匯兌收益530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匯兌虧損為46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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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抵押品。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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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00萬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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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億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1億港

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約有460名僱員（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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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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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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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及E.1.2條之規定，

詳情已載於二零一六年年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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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均遵循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承董事會命  

漢思能源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楊冬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戴偉先生（主席）、楊冬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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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網站 :  www.hansenerg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