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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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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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02）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  118,884  157,807 

直接成本   (96,979)  (133,752) 

      
      

毛利   21,905  24,055 

其他收入 6  39,513  39,821 

其他虧損淨額 7  (4)  (55) 

銷售及分銷費用   (4,509)  (4,025) 

行政費用   (23,654)  (32,642) 

      
      

經營溢利   33,251  27,154 

融資成本 8(a)  (100,982)  (92,146)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0  (101) 

      
      

除所得稅支出前虧損 8  (67,721)  (65,093) 

所得稅支出  9  649  (1,964) 

      
      

本期虧損   (67,072)  (6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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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61,240)  (65,917) 

不得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列賬的財務資產 

之公平值變動    (50)  -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61,290)  (65,917)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128,362)  (132,974)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7,577)  (69,462) 

   非控股權益   505  2,405 

      

   (67,072)  (67,057) 

      

以下人士應佔總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   (128,693)  (135,115) 

   非控股權益   331  2,141 

      

   (128,362)  (132,974) 

      

      

每股虧損   港元(仙)  港元(仙) 

      

    

- 基本及攤薄 11  (2.02)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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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68,893    2,020,056 

油氣勘探及評估資產     68,587    70,870 

使用權資產     9,076    11,171 

無形資產     2,058,979    2,107,856 

商譽     11,128    11,347 

於一家合營企業之權益     -    -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57,358    57,549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財務資產     16,539    16,237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          

   權益投資     453    503 

按金及預付款項 12    29,477    44,152 

應收貸款     49,465    64,415 
          
          
非流動資產總額     4,269,955    4,404,156 
          

流動資產          

存貨   50,103    9,906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財務資產   14,331    15,956   
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賬款、 

按金及預付款項 
 

12 
 

446,004  
  

456,571  
 

短期投資   65,714    67,104   

應收貸款   26,541    8,725   

應收一家合營企業款項   323    320   

受限制銀行現金   927    10,0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9,207    3,728   
          
流動資產總額   723,150    572,406   

          
總資產     4,993,105    4,976,56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13  (303,583)    (445,918)   

借貸 14  (110,236)    (94,474)   

可換股票據 15  (1,270,773)    (1,198,804)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財務負債 15  (9)    (46)   

遞延收入   (1,856)    (1,921)   

租賃負債   (3,900)    (4,778)   

稅項   (8,391)    (8,931)   
          
流動負債總額   (1,698,748)    (1,754,872)   

          
流動負債淨值      (975,598)    (1,182,46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94,357    3,22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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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撥備   (11,911)    (12,146)   

借貸  14  (605,013)    (417,136)   

遞延收入   (147,840)    (132,691)   

租賃負債   (1,591)    (2,340)   

遞延稅項   (9,347)    (10,360)   
          
          
非流動負債總額     (775,702)    (574,673) 
          
資產淨值     2,518,655    2,647,01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334,544    334,544 

儲備     2,174,948    2,303,64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509,492    2,638,185 

非控股權益     9,163    8,832 

          

總權益     2,518,655    2,64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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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於 1999 年 11 月 2 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

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 2000 年 2 月 9 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本

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位於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及香港灣仔港灣道 1 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 44 樓。 

 

 

2. 編製基準及持續經營假設 

 

(a)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適用

之披露條文編製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 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

之規定。管理層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規定之中期財務報告時所作之判斷、估

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及按目前情況為基準計算之經匯報資產與負債、收入

及支出之金額。實際業績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及部分附註。附註闡述了自 2019 年年度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在瞭解本集團之財務狀況變

動及表現方面確屬重要之事件及交易。此中期財務報表及附註沒有包括按照《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規定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雖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為已匯報之資料，雖

並不構成本集團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但資料則源自有關財務報表。本公司核數

師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之核數師報告書中對該等財務報表不發表意見。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之總辦事處索取，或瀏覽本公司網址        

(www.sino-oilgas.hk)。 

 

(b) 持續經營假設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為 975,598,000 港元。這表明存在著不確定

因素，可能會對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問。 

 

就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出現流動負債淨值的問題，當中以於 2020 年 9 月底到期的本

金為 1,014,000,000 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構成的財務壓力較大。本集團亦已於期內繼續就多

個計劃進行研究探討，旨在減輕本集團的財務負擔。管理層現積極與票據持有人就債務

問題進行蹉商，雖然尚未達成任何具約束力的方案或條款，但已就若干個可行方案與票

據持有人進行深入討論，包括但不限於， (i)協助潛在投資者與票據持有人協商收購可換

股票據; 並(ii)與票據持有人探討進一步延長可換股票據到期日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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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 編製基準及持續經營假設（續） 

 

此外，本公司三名主要股東及董事已確認，本集團面臨財務困難時將為本集團提供持續

及充足的財務支持，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因此，董事認為，按

持續經營基準編制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的財務報表屬適當。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告按照 2019 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布於本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由於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4。 

 
 

4.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其就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於 2020 年 1 月 1 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

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之修訂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之修訂 重大的定義 

經修訂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於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表

現及狀況及╱或本 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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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並用以作出策略性決策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期內，本集團擁有四個 (2019年: 四個) 可報告分部。由於各自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

務需要不同業務策略，故分部須獨立管理。以下為本集團可報告分部營運之概要： 

 

i) 煤層氣： 勘探，開發和生產煤層氣 
ii) 原煤及精煤： 原煤洗選和銷售原煤及精煤 
iii) 石油和天然氣開採： 開採及銷售原油和天然氣 
iv) 財務服務: 提供財務服務 

  
業務分部間並無出售或買賣交易。企業收入及開支不分配至各經營分部，原因是主要經

營決策者評估分部表現的分部業績計算並無包括有關收益及開支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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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續） 
 

有關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煤層氣 

  

原煤及精煤 

 石油和天然氣   

開採 

  

財務服務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業績             

營業額-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範圍內(iv)  

 

 

52,500  

 

 

61,930  

 

 

- 

  

 

-  

 

 

-  

 

 

114,430 

財務服務利息收入  -  -  -  4,454  -  4,454 

 

  52,500  61,930  - 

 

4,454  -  118,884 

  28,           

分部業績 (i)&(ii)   28,469  1,841  9,681  2,127  (8,904)  33,214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之財務負債之

公平值變動  

 

- 

    

- 

  

- 

  

- 

  

37 

  

37 

融資成本  (4,902)  (501)  -  (84)  (95,495)  (100,982)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溢利  10  -  -  -  -  10 

             

除所得稅支出前溢利/(虧損)  23,577  1,340  9,681  2,043  (104,362)  (67,721) 

所得稅支出  -  677  -  (28)  -  649 

             

本期溢利∕(虧損)  23,577  2,017  9,681  2,015  (104,362)  (67,072) 

             

資產及負債 

–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可報告分部資產 (iii)  4,228,060  149,800  354,000  99,959  161,286  4,993,105 

             

可報告分部負債 (iii)  299,938  74,215  15  237,776  1,862,506  2,47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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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續） 

 

有關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煤層氣 

  

原煤及精煤 

 石油和天然氣

開採 

  

財務服務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業績             

營業額 -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範圍內(iv)  

 

 

58,185  

 

 

73,980  

 

 

- 

  

 

-  

 

 

-  

 

 

132,165 

財務服務利息收入  - -  -  -  25,642  -  25,642 

 

   58,185  73,980  - 

 

25,642  -  157,807 

             

分部業績 (i)&(ii)   18,858  12,326  9,816  590  (14,682)  26,908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之財務負債之

公平值變動  

 

- 

  

-  

  

- 

  

- 

  

246 

  

246 

融資成本  (3,272)  (742)  -  (164)  (87,968)  (92,146)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101)  -  -  -  -  (101) 

             

除所得稅支出前溢利/(虧損)  15,485  11,584  9,816  426  (102,404)   (65,093)  

所得稅支出  -  (1,964)  -  -  -  (1,964) 

             

本期溢利∕(虧損)  15,485  9,620  9,816  426  (102,404)  (67,057) 

             

資產及負債 

– 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       

 

     

可報告分部資產 (iii)  4,366,686  142,223  350,704  38,258  76,261  4,974,132 

             

可報告分部負債 (iii)  407,084  30,795  16  6,566  1,654,039  2,09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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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續） 

  

   附註： 

 

(i) 未分配業績主要包員工成本、與短期租賃相關之費用及專業費用等香港總辦事處

開支。 

 
(ii) 煤層氣分部業績包括政府補貼及補助24,193,000港元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4,454,000港元)。 

 
(iii) 未分配資產主要包括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短期投資，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財

務資產及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權益投資。 而未分配負債主要包括
來自股東及董事的借貸、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財務負債，企業債券及可換股
票據。 

 

(iv)   確認收入之時間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某個時間點。 

 

 

6. 其他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 銀行存款  10  8 
- 短期投資  4,589  4,792 
- 其他 (附註(i))  9,688  10,287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利息收入總額 

 

 14,287  15,087 

政府補貼及補助 (附註(ii))  24,193  24,454 
其他  1,033  280 

     
  39,513  39,821 

   附註: 

 

(i) 其他利息收入主要為收購加拿大油田項目之按金的利息收入。 

 

(ii) 此乃相關政府部門對於煤層氣銷售的恆常補貼及當地稅務部門就煤層氣銷售退回之

增值稅。 兩者都是源自煤層氣分部(附註5)。 
 

 



11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7.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財務負債公平值變動  37  246 

匯兌虧損淨額  (41)  (301) 

     
  (4)  (55) 

 

 

8. 除所得稅支出前虧損 

 

 除所得稅支出前虧損已扣除：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非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財務負債之利息支出: 

之利息支出: 

    

企業債券之利息  16,317  17,058 
借貸利息  8,648  3,538 

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   71,969  62,319 

租賃負債利息  400  954 

其他  462  13 

  97,796  83,882 
減: 轉入合格資產之資本化利息  (2,500)  (2,250) 

  95,296  81,632 

其他融資成本:     

可換股票據交易成本之攤銷  -  4,417 

企業債券交易成本之攤銷  5,686  6,097 

       5,686  10,514 

     

     
  100,982  92,146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remuneration in note 10) 之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1,955  15,001 

2    0 

 

15,66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355  371 

     
  12,310  1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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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8. 除所得稅支出前虧損（續）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千港元  千港元 

 

 

    
 

c) 其他項目     

已確認為費用的已售存貨成本  56,254  57,48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6,627  17,409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2,919  3,045 

無形資產之攤銷   8,255  9,279 

     

 

9. 所得稅支出 

 

 截至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集團公司(擁有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

估計應課稅溢利)有估計稅項虧損可抵銷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期間之估計應

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按法定稅率25%繳納稅項。 

 

 扣除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的所得稅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69  1,964  

期內之遞延稅項  (818)  - 

     
所得稅支出  (649)  1,964 

 

 

10. 股息  

 

董事並無宣派或擬派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股息(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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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之應佔虧損 67,577,000港元(2019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虧損 69,462,000港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345,439,000

股(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3,345,439,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

同，因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可換股票據(如適用)，對截至2020年6月30日及2019

年6月30日止期內，具有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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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2. 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30.6.2020  31.12.2019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按金及預付款項  29,477  44,152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附註)  22,343  29,306 

減：減值虧損  (304)  (310) 

 22,039  28,996  

     

應收票據 13,213  5,761  

     

其他應收賬款  88,718  86,916  

減：減值虧損 (25,903)  (25,940)  

 62,815  60,976  

     

其他按金  315,144  322,609  

減：減值虧損  (12,873)  (13,591)  

 302,271  309,018  

     

水電按金 172  172  

     

預付款項 45,494  51,648  

 

 
   172   446,004  456,571  

         

 
 附註: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呈報之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30.6.2020  31.12.2019 

 千港元  千港元 

      

現時或少於30天 22,039  2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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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3.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30.6.2020    31.12.2019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7,937  11,385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附註(i))  235,193  403,515 

預收款 36,083  16,648 

應付股東款項(附註(ii)) 14,370  14,370 

    

 303,583  445,918 

    附註: 

 

(i) 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有關油氣資產之應付勘探成本及相關利息約109,506,000港元 

(2019年12月31日: 232,425,000港元)。 

 

(ii) 該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即時償還。 

 

 

14. 借貸  

   30.6.2020  31.12.2019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有抵押借貸  229,756  2,797 

其他無抵押借貸  20,970  44,677 

無抵押企業債券  464,523  464,136 

     

  715,249  511,610  

     
按要求或一年內償還  110,236  94,474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146,566  16,000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426,445  331,700 

超過五年  32,002  69,436 

 715,249  511,610  

     

(94,474) 列入流動負債一年內到期之金額   (110,236)  (94,474) 

非流動部分  605,013  

 

41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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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5. 可換股票據  

 

  負債部分  衍生部分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 2019 年 1 月 1 日  1,118,267  257   1,118,524 

        

交易成本之攤銷   6,625  -   6,625 

應歸利息支出    114,732  -   114,732 

已付利息  (40,820)  -   (40,820) 

公平值變動  -  (211)   (211) 

        

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及於 2020 年 1 月 1 日 

 1,198,804  46   1,198,850 

        

應歸利息支出  71,969  -   71,969 

公平值變動  -  (37)   (37)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1,270,773  9   1,27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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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錄得營業額為約 118,884,000港元 (2019年中期：157,80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 

24.7%。營業額分別來自於三交煤層氣銷售約 52,500,000港元 (2019年中期：58,185,000港

元)、山西沁水盆地之原煤洗選業務收入約 61,930,000港元 (2019年中期：73,980,000港元)，

以及陝西金融服務業務收入約 4,454,000港元 (2019年中期：1,908,000港元)。 

 

受爆發2019冠状病毒病 (「新冠肺炎」) 所影響，期內集團營業額雖有所下降，但由於成本

控制得宜，集團總體業務營運情況保持平穩。期內，集團行政費用大幅減少約27.5%。本集

團錄得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EBITDA」) 約為 58,143,000港元 (2019年中期：EBITDA 

56,78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期內，本集團錄得淨虧損約 67,072,000港元 (2019

年中期：淨虧損 67,057,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若。 

 

期內，三交煤層氣項目繼續穩定發展，同時項目執行嚴格成本管理以應對不明朗市場因素。

三交煤層氣項目錄得EBITDA約 53,234,000港元(2019年中期：46,18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上升約 15.3%。期內，項目產銷比率達約 97% (2019年中期：97%)。三交煤層氣項目之營運

日趨成熟穩健，集團相信項目將繼續提供長遠的盈利貢獻。 

 

另披露於其他收入的利息收入金額約 9,688,000港元(2019年中期：10,287,000港元)，該利息

收入主要來自本集團位於加拿大阿爾伯特省的擬收購項目的可退還按金 40,000,000加元。 

 

天然氣及石油開採  

煤層氣開採 ── 鄂爾多斯盆地三交區塊  

  

項目總覽  

本集團透過旗下全資附屬公司奧瑞安能源國際有限公司(「奧瑞安」)，與中國夥伴中國石油

天然氣集團公司(「中石油」)訂立生產分成合約(「PSC」)，在中國山西及陝西省鄂爾多斯盆

地三交區塊進行煤層氣田勘探、開採及生產，並享有當中70%權益。根據一份由合資格人士

於2015年底向本公司提供之儲量報告更新，三交煤層氣項目之淨儲量(已證實+概略)約為

83.01億立方米，而該儲量未來收入淨現值(10%折現)約為 114.98 億港元。 

 

三交煤層氣項目繼2015年總體開發方案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批覆後，

於2017年7月份獲國家國土資源部授予《採礦許可證》，獲准開採的生產規模為每年5億立

方米煤層氣，開採有效期為25年。至此，三交煤層氣項目由勘探階段進入開發、開採、生

產階段，依據中國現行法律法規所需要的行政許可均已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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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三交煤層氣項目合計完成鑽井共123口，其中71口為多分支水平

井， 餘下的52口為直井。在上述123口井中，正常排採井為95口，接入集氣管網的井位

有101口。三交地面系統工程方面，已建成區內集氣幹線約18公里，集氣支線約69.6公里，

外輸管線約17公里；並架設總長度約74.5公里的10KV輸電幹線及電力支線。  

 

為配合三交煤層氣項目不斷提升的煤層氣產量，集團已開展擴建煤層氣增壓脫水站日處理能

力達至 75 萬立方米的計劃。現時，其總煤層氣日處理能力已達 50 萬立方米。 

 

銷售 

 

2020 年上半年，三交煤層氣項目產量及銷量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略有下降，但由於成本控制

力度加強，整體利潤率依然有所提升。期內，三交煤層氣項目錄得 EBITDA 約 53,234,000

港元 (2019 年中期：46,185,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15.3%。期內，政府補貼收入及增

值稅退稅約 24,193,000 港元 (2019 年中期： 24,454,000 港元)。煤層氣銷售額約 52,500,000

港元 (2019 年中期：58,185,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 9.8%。期內項目分別生產及銷售

煤層氣約 4,778 萬立方米 (2019 年中期：5,129 萬立方米)及 4,634 萬立方米(2019 年中期： 

4,976 萬立方米)，平均產銷比率達約 97% (2019 年中期：97%)。期內，工業用和民用管道煤

層氣銷售分別佔約 79.9% (2019 年中期：82.6%)和 20.1% (2019 年中期：17.4%)。 

 

位於山西省的原煤洗選項目  

 

本集團擁有一間位於山西省沁水盆地之原煤洗選項目之 75%權益。期內，原煤洗選業務收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略有下降，該業務錄得收入約 61,930,000 港元 (2019 年中期：73,980,000

港元)。現時，業務已逐步回復正常，預期下半年營業額有望回升。 

 
其他 

 

2016 年底本集團於陝西成立了一家全資附屬公司陝西兆銀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兆銀融

資」)。成立此融資租賃公司之主要目的為加強集團與銀企關係，創建合作渠道，尋求合適

的融資途徑及來源以及配合集團未來可能項目發展，同時亦為集團部份資金作短期的投資。

期內，該業務錄得收入約 4,454,000 港元 (2019 中期：1,908,000 港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約為 2,519,000,000 港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 

2,647,000,000 港元)，總資產值則約為 4,993,000,000 港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4,977,000,000

港元)。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的總借貸包括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分約為 1,986,000,000

港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1,710,000,000 港元)，負債比例按資產總值計算約為 39.78% (2019

年 12 月 31 日：34.36%)。而於 2020 年 6 月底的流動比率約為 0.43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約 

0.33)。有關本集團借貸償還期限的詳情載於本公佈之財務報表附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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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4月，本集團獲昆侖信託有限責任公司授予五年期 300,000,000元人民幣的貸款

額度。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提取 200,000,000元人民幣的額度，年利率為11%，

資金主要用於三交煤層氣項目之開發。 

 

就截至2020年6月30日出現流動負債淨值的問題，當中以於2020年9月底到期的本金為

1,014,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構成的財務壓力較大。本集團亦已於期內繼續就多個計劃進

行研究探討，旨在減輕本集團的財務負擔。管理層現積極與票據持有人就債務問題進行蹉

商，雖然尚未達成任何具約束力的方案或條款，但已就若干個可行方案與票據持有人進行深

入討論，包括但不限於，(i)協助潛在投資者與票據持有人協商收購可換股票據; 並(ii)與票據

持有人探討進一步延長可換股票據到期日之可能性。 

 

憑藉集團業務日趨增長，以及上述措施的支持下，本公司將同時會考慮其他可行融資選項及

債務重組方案，預期可加強本集團的流動資金，而整體財政狀況會得以逐步改善。 

 

外匯波動  

本集團承受之貨幣風險主要源自以有關業務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計值之買賣交易及已

確認資產和負債。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作出相關對沖。就以有關業務之功能貨

幣以外之貨幣持有之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本集團在必要時按即期匯率買賣外匯以解決

短期不均衡，以此確保風險處於可接受水準。  

  

僱員薪酬政策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僱員約有300人。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主要按現行市場薪酬水準及

各有關公司及個別僱員之表現釐訂。  

  

前景  

 

2020年上半年環球經濟受新冠肺炎疫情所影響大幅放緩， 但由於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得到

效控制, 經濟已率先復甦, 第二季是全球經濟唯一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 預料下半年中

國經濟持續復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上半年中國天然氣表觀消費量為約

1607億立方米，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5.74%。市場預期“十四五”期間，中國能源轉型、

供給側改革將持續推進，以天然氣為主體的清潔能源需求旺盛，天然氣行業前景廣闊。 

 

於當前越趨複雜的經濟及政治環境下，集團將專注於平穩收入增長，同時執行嚴格成本

控制，以保持利潤穩定，穩固業務根基。本集團的煤層氣項目，於 2020 年上半年雖然受

疫情影響但銷售量依然維持平穩，主要由於成本控制見效，盈利能力更有所提升。長遠

而言，集團相信三交煤層氣項目將繼續穩定發展，核心競爭力逐步提高，盈利能力進一

步增強，前景良好。 

 

展望未來，集團將維持審慎理財策略，並以積極的態度進行債務管理；同時，集團將進

一步提升營運效益及效率，監控成本，並加強風險管理以迅速回應不可預見之市場變化，

繼續為推動未來發展做好準備工作，以保障股東的合理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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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於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由黃龍德教授、王延斌博士及黨偉華博士組成的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檢討本集團採納

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已商討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的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

則》的全部守則條文。 

 

 

 

 
 

 

承董事會命 

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戴小兵 

  

  
香港，2020 年 8 月 28 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戴小兵博士、景哈利先生及温子勳先生；三
位非執行董事陳華先生、黃紹武先生及蔡燕苓女士；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龍德教授、
王延斌博士及黨偉華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