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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石油及天然氣銷售 3 1,558 1,730

再生塑料銷售 3 89,518 229,933

其他收入 398 963

91,474 232,626

開支
再生塑料銷售成本 88,623 224,326

勘探、維修及保養開支 1,210 627

折舊、消耗及攤銷 472 866

銷售、營銷及分銷成本 187 632

其他經營開支 850 1,565

行政開支 22,555 31,253

股權結算購股權開支 — 26,567

113,897 285,836

經營虧損 (22,423) (53,210)

停止綜合入賬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423 —

應收貸款減值虧損 — (1,752)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 

未變現虧損 (5,904) (29,283)

除稅前虧損 4 (27,904) (84,245)

所得稅抵免 5 1,227 1,077

本期間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26,677) (8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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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攤佔：
本公司股東 (25,806) (82,989)

非控股權益 (871) (179)

(26,677) (83,168)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7

— 基本（港仙） (0.80) (2.49)

— 攤薄（港仙） (0.80) (2.49)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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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9,465 89,955

無形資產 8 2,307,812 2,308,064

應收貸款 5,756 5,756

遞延稅項資產 12,510 11,345

非流動資產總額 2,415,543 2,415,120

流動資產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9 18,855 47,66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8,028 144,931

銀行結餘及現金 8,725 1,180

流動資產總額 165,608 193,78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0 558 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8,486 19,692

流動負債總額 19,044 19,697

流動資產淨額 146,564 174,08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62,107 2,58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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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65,414 565,476

資產退用承擔 3,579 3,579

非流動負債總額 568,993 569,055

資產淨值 1,993,114 2,020,148

權益
股本 11 324,152 324,152

儲備 1,673,771 1,699,934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997,923 2,024,086

非控股權益 (4,809) (3,938)

權益總額 1,993,114 2,020,148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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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庫存股份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購股權 

儲備
認股權證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經審核） 324,152 2,219,923 (10,556) 403,851 357 58,333 — (971,974) 2,024,086 (3,938) 2,020,148

本期間虧損及本期間 

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 (25,806) (25,806) (871) (26,677)

停止綜合入帳一間附屬公司 — — — — (357) — — — (357) — (357)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24,152 2,219,923 (10,556) 403,851 — 58,333 — (997,780) 1,997,923 (4,809) 1,993,11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經審核） 340,826 2,288,522 (10,556) 403,851 357 42,216 3,263 (824,260) 2,244,219 (2,751) 2,241,468

本期間虧損及本期間 

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 (82,989) (82,989) (179) (83,168)

購回股份 (16,674) (68,599) — — — — — — (85,273) — (85,273)

股權結算購股權 — — — — — 26,567 — — 26,567 — 26,567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24,152 2,219,923 (10,556) 403,851 357 68,783 3,263 (907,249) 2,102,524 (2,930) 2,09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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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耗現金淨額 (18,888) (23,924)

投資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26,433 (78,850)

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 (85,2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7,545 (188,04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80 207,816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725 19,769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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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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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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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准編製，惟若干以公平值

計量的金融工具除外。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新訂或

經修訂及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

製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

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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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識別以下可呈報分部：

(a) 再生塑料 — 從事採購、加工及銷售再生塑料；及

(b) 石油及天然氣銷售 — 從事石油及天然氣勘採、開採及銷售。

分部收入 分部經營（虧損）╱利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再生塑料 89,518 229,933 (3,152) 381

銷售石油及天然氣 1,558 1,730 (3,169) (2,077)

91,076 231,663

股權結算購股權開支 — (26,567)

未分配開支 (16,102) (24,947)

經營虧損 (22,423) (53,210)

停止綜合入賬一間附屬公司 

之收益 423 —

應收貸款減值虧損 — (1,752)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之未變現虧損 (5,904) (29,283)

除稅前虧損 (27,904) (8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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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再生塑料
石油及 

天然氣 總計 再生塑料
石油及 

天然氣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8,591 2,401,333 2,449,924 49,516 2,402,290 2,451,806

遞延稅項資產 12,510 11,345

未分配資產 118,717 145,749

總資產 2,581,151 2,608,900

分部負債 8,959 5,796 14,755 6,731 3,584 10,315

遞延稅項負債 565,414 565,476

未分配負債 7,868 12,961

總負債 588,037 588,752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及其非流動資產（遞延稅項資產除外）按下列地區劃分：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註冊營業地點） 89,518 229,933 6,674 6,944

美國 1,558 1,730 2,396,359 2,396,831

91,076 231,663 2,403,033 2,403,775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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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
折舊、消耗及攤銷 748 866

匯兌虧損淨額 — 625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開支 3,123 3,125

應收貸款減值虧損 — 1,752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 

未變現虧損 5,904 29,283

股權結算購股權開支 — 26,567

5.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 —

遞延稅項 1,227 1,077

1,227 1,077

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利潤已按16.5%（二零一三年：16.5%）之稅率計提香港利得

稅。海外利潤之稅項乃就本期間內估計應課稅利潤按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國家之現

行稅率計算。



11 2014中期報告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7. 每股虧損
 (i)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25,80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利潤

82,989,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241,520,000股（二零一三

年：3,337,860,000股）計算。

 (ii)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潛在普通股具有攤

薄作用，故不計入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內，因此，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

虧損相等。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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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形資產

石油及天然氣 

加工權利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818,920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510,120

期內攤銷 736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510,856

期內攤銷 25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511,108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307,812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308,064

無形資產指於美國猶他州之石油及天然氣加工權利。無形資產乃於開始石油及天

然氣商業生產後採用生產單位法按探明總儲量進行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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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
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
— 於香港上市 18,855 47,669

10. 貿易應付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計算，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90日 558 5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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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法定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00,000,000 20,000,000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3,241,520 324,152

12.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批准但未簽約：
建議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9,360 9,512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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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及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91,076,000港

元（二零一三年：231,663,000港元），本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為25,806,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82,989,000港元）。本期間每股基本虧損為0.80港仙（二零一三年：2.49港仙）。每

股虧損乃基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已發行3,241,520,000股股份加權平均數計算。

綜合營業額主要由銷售石油及天然氣及銷售再生塑料業務所貢獻。本期間毛利由二零

一三年6,156,000港元下跌至771,000港元，主要是由於塑料市場競爭激烈，毛利率為0.8%

（二零一三年：2.7%）。

期內虧損為26,67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83,168,000港元）。此下跌主要是由於本期間沒

有以權益支付之購股權開支及員工成本、法律及專業費用減少。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本公司與若干債務人訂立和解協議（「和解協議」）。根據和解協議，

債務人同意不可撤銷地解除已抵押股份並將其交付予本公司。於本期間，100,000,000股

已抵押股份已經出售，且所得款項淨額22,900,000港元已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業務回顧
再生塑料業務
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嚴格的環保要求、塑料市場競爭激烈且價格波動大、本集團的塑料

業務多年來持續虧損以及為減少經營成本，本集團在尋求出售該業務的同時，已縮減經

營規模並會考慮以代理方式經營再生塑料的貿易業務。

再生塑料銷售的營業額由229,933,000港元下降至本期間的89,518,000港元，跌幅為61%。

石油及天然氣業務
本集團目前擁有猶他州油氣田100%所有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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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他州油氣田有三(3)口頁岩氣生產井，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生產約7,151,000立方英呎的頁

岩氣，並銷售予Anadarko的中游經營業務及其他買家。另一方面，兩(2)口石油生產井本

期間生產石油約1,953桶。Plains All American Pipeline, L.P., USA作為買家，收集本集團於

猶他州油氣田所產原油。

石油及天然氣生產活動產生之支出
於本期間，並無開展任何勘探活動。期間開發及開採活動產生的開支合共約為3,700,000

港元。

於本期間，猶他州油氣田已獲得可持續的油氣產量。

前景
鑑於美國天然氣價格尤其是二零一四年年初上漲，從中長期來看，天然氣發展前景樂觀，

管理層將因應美國天然氣價格的有利變化對未來發展策略作出適當的調整。

為了提升經營效率，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四月接手猶他州油氣田的經營。換言之，油氣

田目前由本公司的營運及技術團隊直接營運，而這將更有利於控制猶他州油氣田的經營

成本、積累營運經驗以及可能增加未來收益。

此外，獨立專業工程師近期已展開對猶他州油氣田的岩石物理研究。研究顯示，在猶他

州油氣田已識別到若干新油氣層，正面顯示出該油田新的潛力，惟有待透過對現有油氣

井進行射孔及壓裂作出進一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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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天然氣市場走勢仍然樂觀。本公司將持續評估相關情況，並會考慮與策略夥

伴進行合作，以籌集資金推動猶他州油氣田的開發。

根據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八月八日刊發，內容有關本公司收購一間石油儲量主要分佈在

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勘探及生產公司（「目標公司」）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的公告，本集

團與獨立第三方Levant Energy Limited（「賣方」）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訂立購股協議（「購

股協議」）。

由於購股協議的先決條件未達成，購股協議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終止。迄今，本公司已

收到購股協議項下支付予賣方之初步代價10,000,000美元中，在扣減購股協議所提及的賣

方的成本及費用後之500,000美元。管理層一直在與賣方商討償還相關餘款（即9,500,000

美元減上述成本及費用）（「淨初步代價」）。

本公司將採取最佳的行動步驟，包括但不限於正在考慮在目標公司保留若干股本權益，

作為收回淨初步代價的方法，惟須進一步展開對目標公司之法律、財務和營運的盡職審

查後方可作實。

賣方同時表示有興趣聘請本公司為目標公司尋找其他投資者。事實上，管理層已與若干

中國國有企業展開討論，以參與本公司投資或由其直接投資目標公司。本公司相信，基

於適當條款的合作符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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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一般透過發行新股及內部資源維持其營運。於期間結算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

借款（二零一三年：無）。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由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200,000港元增加至約8,700,000港元，主要由於出售100,000,000股

已抵押予本公司之股份。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按本集團流動資產除以流

動負債計算）減少至8.70（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84）。

本期間內，本集團主要以美元、人民幣及港元或營運附屬公司當地貨幣進行業務交易。

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相信毋須對沖任何匯兌風險。然而，管理層

將持續監察外匯風險，並將於未來採取任何其視為合適之審慎措施。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數目約為60人。僱員之薪酬組合仍維持於具競

爭力之水平，包括每月薪金、強制性公積金、醫療保險及購股權計劃；其他僱員福利包

括膳食及交通津貼以及酌情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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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規定之其他
資料
董事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其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

份及可換股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由本公司所存置登記冊之

權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買賣證券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之權益如下：

好倉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透過下列身份持有之 

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實益擁有人 受控法團持有

持有股份 

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百分比

黃坤（附註） — 849,530,000 849,530,000 26.21%

Baiseitov Bakhytbek 6,090,000 — 6,090,000 0.19%

周里洋 3,600,000 — 3,600,000 0.11%

附註： 該等股份由Charcon Assets Limited及東日發展有限公司持有，而該等公司則由黃坤先

生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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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

董事姓名 身份

持有購股權 

數目 行使期間 行使價

（港元）

黃坤 實益擁有人 3,600,000 05/08/2009–14/07/2019 0.4666

實益擁有人 6,000,000 09/06/2010–14/07/2019 0.9416

實益擁有人 9,500,000 01/09/2013–14/07/2019 0.52

Baiseitov Bakhytbek 實益擁有人 18,000,000 05/10/2010–14/07/2019 1.3366

羅永德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 01/09/2013–14/07/2019 0.52

黃曉東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 01/09/2013–14/07/2019 0.52

周里洋 實益擁有人 6,000,000 09/06/2010–14/07/2019 0.9416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 01/09/2013–14/07/2019 0.52

林群 實益擁有人 7,000,000 01/09/2013–14/07/2019 0.52

陳筠柏 實益擁有人 5,000,000 01/09/2013–14/07/2019 0.52

袁秀英 實益擁有人 5,000,000 01/09/2013–14/07/2019 0.52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其聯繫人士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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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除上文所披露之若干董事之權益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36條之規定設置之主要股東名冊內載錄已知會本公司擁有本公司相關已發行股

本權益之股東如下：

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持有股份╱

相關股份 

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百分比

Charcon Assets Limited（附註） 實益擁有人 839,530,000 25.90%

馬永玲 實益擁有人 672,000,000 20.73%

附註： Charcon Assets Limited由黃坤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其他有關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之相關權益或淡倉。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不低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0所

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規定準則，作為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所有董事於本期間內一直

遵守載於標準守則之規定準則，以及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而採納之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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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已以每股0.25港元出售100,000,000股已抵押予本公司之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達致高標準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

文。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林群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陳筠柏

先生及袁秀英女士。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

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羅永德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