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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00166）

NEW TIMES ENERGY CORPORATION LIMITED
新時代能源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內幕消息

盈利警告

對阿根廷薩爾塔省TARTAGAL ORIENTAL 
及MORILLO特許權區勘探 

及評估資產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 (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
的內幕消息條文發表。

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及準投資者，繼 T&M特許權區的最新發展（詳見本公告下
文）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審核委員會全體成員）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六日考慮
及批准有關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業績內，
對 T&M勘探及評估資產為數約2,240,000,000港元的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
（上述金額乃依據本公司管理層利用現時可得資料作出的初步評估而得出）的
決議案，惟須待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最終批准及本公司核數師最終審閱及審核後，
方可作實。

於可預見的將來，在阿根廷勘探石油及天然氣仍將是本集團的重要業務分部之
一，且本公司將繼續為此作出努力，旨在近期於  Chi re te特許權區的石油發現方
面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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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T&M勘探及評估資產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而言，倘薩爾塔省新一屆政府
授出延長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九月起享有的 T&M特許權區的期限，則本集團可
能於未來撥回上述撥備或其部分撥備。

股東及準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由新時代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 (a)條及香港法
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
義見上市規則）發表。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準投資者有關
Tar taga l  Or ien ta l 及Mori l lo 特許權區（「T&M 特許權區」）的最新發展及預期於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業績內就 T&M特許權
區的勘探及評估資產（「T&M勘探及評估資產」）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

T&M特許權區的最新發展

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先前公告後，當中披露，薩爾塔省政
府難以理解地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發出第037/19及038/19號決議案（「該等
決議案」），否決授出延長本集團於 T&M特許權區的勘探許可證期限。本集團針
對阿根廷薩爾塔省能源部長（「能源部長」）之該等決議案提出反對，其中有關否
決第一段勘探期的勘探許可證延期一年的申請及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日後進
入 T&M 特許權區第二段勘探期延續的另一要求（「延長」，及相關勘探許可證稱
為（「勘探許可證」），乃基於本集團未能於上述屆滿日期之前完成其履約保證單位。

本集團已於最後限期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前向阿根廷薩爾塔省生產部長（「生
產部長」）提起上訴以尋求撤銷該等決議案。

在能源部長未完成正式程序或就具有爭議的履約保證單位事宜作出妥善考慮即
否決本集團的延期申請情況下，本集團對能源部長的決定及該等決議案提出異議，
因此對能源部長發出該等決議案的決定提出上訴，理由是該決定過於草率、武斷、
不合理而且沒有法理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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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公告所披露，本集團亦於二零一九
年九月初向能源部長提交，根據國家法 (Na t i ona l  Law) 第17 ,319號及行政命令
第3391 /06及3388 /06號第3條（ A r t i c l e  3  o f  t h e  E xe c u t ive  O r d e r s  3391 /06  a n d 
3388/06），其藉承諾再鑽一口勘探井便進入 T&M特許權區第二段勘探期申請屬
法律權利且能源部長不能拒絕該申請。

此外，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本集團成功針對能源部長、生產部長及薩爾
塔省級機關（「當局」）向司法機關提交保護性司法程序，其實質上為一項禁制令，
暫時阻止執行該等決議案，直至當局至少已妥善處理本集團具有爭議的履約保證
單位事宜。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阿根廷全國及省級選舉結束後，Alber to  Fernandez先生及
Gustavo Saenz先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正式就任阿根廷新一屆總統及薩爾
塔省新一屆省長（「省長」），隨之新一屆人員陸續接任包括生產部長及能源部長
在內的各部門及政府空缺職位。

由於最近新一屆省長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就職，加上恰逢阿根廷聖誕節及
新年假期，以及一月開始的夏季假期，負責監督石油及天然氣勘探法規的高級官
員須較平常更長時間解決政府與本集團之間的爭議。換言之，T&M特許權區的延
期事宜顯然未能於短時間內解決。

儘管如此，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本集團與當局新負責人進行非正式會晤，
以就解決及撤銷前任能源部長所發出的該等決議案邁出第一步。儘管在會晤中恭
謙有禮，似乎圍繞 T&M特許權區的問題於未來數月新政府將不會解決。本集團將
就如何解決問題及履約保證單位事宜向新當局提交新方案。

隨著中國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以來近期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無限期嚴重限制國際出
行，本集團預期將進一步延期與新當局磋商有關T&M延長事宜的解決方案的進程。

本集團仍致力於就具有爭議的履約保證單位事宜及其後在新當局決定撤銷前任
政府的決定後，盡快恢復其於 T&M特許權區的勘探鑽探活動的權利，持續與新當
局進行磋商及向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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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方面新一屆的國家及省級政府令人對阿根廷的情況感到樂觀，但本集團對
阿根廷的政治及經濟前景持謹慎態度。儘管如此，於可預見的將來，在阿根廷勘
探石油及天然氣仍是本集團的重要業務分部之一，而本公司將繼續為此作出努力。

對 T&M勘探及評估資產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

鑑於上述有關 T & M 特許權區的發展，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六日召開董事
會（包括審核委員會全體成員）會議，會上已建議及批准有關於本公司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業績內對 T&M勘探及評估資產為數約
2,240,000,000港元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上述減值虧損金額乃依據本公司管
理層利用現時可得資料作出的初步評估而得出）的決議案，惟須待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最終批准及本公司核數師最終審閱及審核後，方可作實。

上述減值虧損撥備為未經審核初步估計及可能作出調整或修訂。進一步及最終詳
情將於本公司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公告及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內正式披露。

對 T&M勘探及評估資產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的理由及基準

本公司的會計政策（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礦產資源的勘探及評估，以及
特別是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乃按年基準審閱其勘探及評估資產（包括
T&M勘探及評估資產）的賬面值或事實及情況顯示其應進行減值測試。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對 T&M勘探及評估資產計提全數
作減值虧損撥備的理由及基準為：

1)  首先最重要的是，本集團的 T&M特許權區的勘探許可證已於二零一九年九
月十三日屆滿，以及能源部長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發出該等決議案，正
式否決本集團就第一段勘探期延期一年的要求及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日
後進入 T&M特許權區第二段勘探期延續的另一要求；

2)  本集團就有爭議的履約保證單位事宜的積極上訴結果是否勝訴的時間及可
能性有重大不確定，而此乃本集團其後上訴要求撤銷上屆能源部長作出的上
述該等決議案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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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集團迄今已經歷漫長的上訴程序及磋商，並隨著本集團尋求恢復其在
T&M特許權區中開展進一步勘探活動的權利，預計將會與新當局開展長期
的磋商；

4)  阿根廷的政治及經濟前景不明朗，最近親庇隆主義者的中左翼領導人
Alber to  Fernandez先生就任為該國新當選總統，加上阿根廷對其最新的國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救助貸款有違約的風險，導致該國可能會出現經濟動盪及
社會動亂；及

5)  從本集團與新當局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進行的近期會晤中表明，圍繞
T&M特許權區的問題於未來數月新政府將不會解決。近期爆發的新型冠狀
病毒導致的當前出行限制將進一步阻礙本集團努力迅速糾正 T&M延長事宜。

對本集團財務業績及財務狀況的影響

於對 T&M 勘探及評估資產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後及僅為該原因而言，( i )
按照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
資產減值虧損約為2 ,240 ,000 ,000港元，及相應地 ( i i ) 本集團虧損預計將增加約
2,240,000,000港元，而股東應佔虧損預計將增加約2,240,000,000港元，及總資產
預計將減少約2,240,000,000港元。

對 T&M勘探及評估資產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不利影響。然而，T&M勘探及評估資
產的全數減值虧損撥備為非現金項目，因此對本集團的現金流量並無直接影響。

上述數字為未經審核初步的數字及可能作出調整或修訂。進一步及最終詳情將於
本公司的二零一九年全年業績公告及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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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及批准的有關程序

董事會（包括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已考慮及批准
對 T&M勘探及評估資產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就 T&M
勘探及評估資產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的建議進行事先審閱，並協定向董事會
提交該事宜以供考慮及批准。

董事會認為，經考慮上述理由，對 T&M勘探及評估資產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
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的規定。董事會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備達成一致意見。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認為，對 T&M勘探及評估資產計提全數作減值虧損撥
備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的規定。

有關 T&M特許權區未來發展的潛在財務影響

本集團仍然堅持致力於石油勘探及生產業務的承諾。

本集團將繼續為撤銷該等決議案提出申訴，以恢復本集團在 T&M特許權區進行
勘探鑽探活動的法律權利，致力其最近成功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下旬在 Chire te
特許權區發現石油的基礎上取得發展。

惟須待本集團上訴程序的結果（目前時間及結果仍不確定），本集團可能於有關
的未來財政年度內在認為適用及適當情況下撥回 T&M勘探及評估資產的減值虧
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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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T&M特許權區包含 Tar taga l  Or ien ta l區塊及Mori l lo區塊，位於阿根廷北部薩爾
塔省，本集團持有該特許權區69.25%的參與權益並擔任營運商。該特許權區（仍
處於勘探階段），總地表面積為10,583平方公里，推測前景資源油量淨額相當於
本集團的130,000,000桶。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進一步刊發公告，向股東及準投資者提供有關 T&M特許權
區最新發展的消息。

本公告所載相關資料及數字乃依據由本公司管理層採用目前可得之最新資料作
出初步評估，惟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股東及準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時代能源有限公司  

主席  
鄭錦超

香港，二零二零年二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鄭錦超先生
鄧永恩先生

非執行董事：
李志軒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志遠先生
翁振輝先生
招偉安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