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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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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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632

*

年度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港石油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5 1,528,065 736,762

銷售成本 (1,432,258) (694,483)  

毛利 95,807 42,279

其他收入 1,900 5,889

行政開支 (18,777) (24,804)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撥回 11 15,887 –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撥回 12 95,536 –

融資成本 6 (228) (4,179)  

除稅前溢利 7 190,125 19,185

所得稅開支 8 (42,305) (10,469)  

年內溢利 147,820 8,716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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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5,936 3,119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153,756 11,835
  

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47,820 8,716

非控股權益 – –  

147,820 8,716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53,756 11,835

非控股權益 – –  

153,756 11,835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及攤薄 10 17.56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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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54,374 38,610
無形資產 12 325,604 230,068
使用權資產 1,052 2,567
法定存款及其他資產 2,622 2,622  

383,652 273,867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3 74,534 56,42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150,285 184,375
銀行結餘及現金 9,069 27,948  

233,888 268,75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74,262 76,722
合約負債 16 – 104,960
來自一名主要股東之貸款 17 2,000 –
租賃負債 1,105 1,459

應付稅項 18,053 11,007  

95,420 194,148  

流動資產淨額 138,468 74,60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22,120 348,47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0,133 29,020
租賃負債 – 1,219
資產退用承擔 82 82  

50,215 30,321  

資產淨值 471,905 31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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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股本 18 168,376 168,376
儲備 302,514 148,75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70,890 317,134
非控股權益 1,015 1,015  

權益總額 471,905 31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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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中港石油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
而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廣場A座26樓2617–18室。本公司之股
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之母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新華石油（香港）有限公司（「新華」），
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除另有指明外，所有數
值均約整至最接近千元。

2.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統稱包括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
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計量基準乃歷史成本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與二零二零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的基準編製，惟採
納與本集團相關及自本年度起生效或本集團已選擇於本年度提早採納之新訂╱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3.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與本集團相關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第7號、第9號及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新型冠狀病毒
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第7號、第9號及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

準改革－第二階段

該等修訂解決了公司因利率基準改革（「改革」）而以替代基準利率取代舊利率基準時可能
對財務報告造成影響的問題。該等修訂對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頒佈的修訂作出補充，並
與以下各項有關：

• 合約現金流量的變動－有關變動使公司毋須就改革規定的變動終止確認或調整金
融工具的賬面值，但須對實際利率作出更新以反映替代基準利率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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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沖會計處理－倘對沖符合其他對沖會計標準，則有關處理方法使公司毋須僅因其
作出改革所規定的變動而終止其對沖會計處理；及

• 披露－公司須披露有關改革所產生的新風險及其過渡至替代基準利率的應對方法
的資料。

採納該等修訂本並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

寬減

根據該等修訂本，承租人於釐定直接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起的租金寬減是否屬租賃修
訂時，可免於逐張租約考慮，且獲准將有關寬減當成非租賃修訂入賬。新型冠狀病毒相
關租金寬減，但凡令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到期的租賃付款下降者，適用於該等
修訂本。出租人不受該等修訂本影響。

該等修訂適用於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惟允許提早應用。本集
團已選擇於本年度提早採納該等修訂。根據其中的過渡條款，本集團已追溯應用該等修
訂，確認初始應用該等修訂的累積影響乃對累計虧損（或權益的其他組成部分，如適當）
的期初結餘的調整，因此比較資料未予重列。

採納該等修訂本並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4. 關鍵會計估計及判斷

估計及判斷會持續予以評估，並且乃根據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而作出，包括對相信在有
關情況下屬合理之未來事件之預期。

本集團就未來作出有關估計及假設。顧名思義，該等會計估計甚少與有關實際結果相同。
有重大風險可能導致下個財政年度須對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作出重大調整之估計及假
設討論如下：

石油及天然氣儲量之估計

探明石油及天然氣儲量之變化將影響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就與石油及天然氣生產活
動相關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所呈列生產單位法下之折舊、消耗及攤銷。探
明石油及天然氣儲量亦為評估本集團油氣資產及無形資產之賬面值是否已減值之關鍵
決定因素。探明儲量乃採用估測資料（如石油儲量、未來產品價格、鑽探及開發規劃等）進
行釐定。

油氣資產及無形資產減值之估計

油氣資產及無形資產乃於事件或情況變化顯示賬面值可能無法收回或用於釐定可收回
金額的估計發生有利變動時就是否可能減值進行檢討。確定一項資產是否減值及減值
之金額或減值虧損撥回之金額時，管理層須作出估計及判斷（如石油及天然氣之未來價
格、生產情況以及估計儲量所採用之因素或假設之任何重大變動）。



– 7 –

5.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石油及天然氣銷售及石油、石油相關及其他產品貿易。

二零二一年 

石油及

天然氣銷售

石油、

石油相關及

其他產品貿易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石油及天然氣銷售： 

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 79 – 79

－石油、石油相關及其他產品銷售：
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香港 – 18,591 18,59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 1,509,395 1,509,395   

79 1,527,986 1,528,065
   

分部溢利 110,038 93,506 203,544

未分配收入 764

未分配開支 (13,955)

融資成本 (228) 

除稅前溢利 190,125

所得稅開支 (42,305) 

年內溢利 147,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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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石油及

天然氣銷售

石油、

石油相關

及其他

產品貿易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383,005 223,677 – 606,682

未分配資產 – – 10,858 10,858 

總資產 617,540
 

分部負債 2,010 88,454 – 90,464

遞延稅項負債 – – 50,133 50,133

未分配負債 – – 5,038 5,038 

總負債 145,635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 – 20 20

融資成本 – – 228 228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 10 170 180

－使用權資產 – – 1,472 1,472

撥回減值虧損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887 – – 15,887

－無形資產 95,536 – – 9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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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石油及
天然氣銷售

石油、
石油相關及

其他產品貿易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石油及天然氣銷售： 

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美國 – – –

－石油、石油相關及其他產品銷售：
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香港 – 30,351 30,351

－中國 – 706,411 706,411   

– 736,762 736,762
   

分部（虧損）溢利 (1,831) 42,559 40,728

未分配收入 5,868

未分配開支 (23,232)

融資成本 (4,179) 

除稅前溢利 19,185

所得稅開支 (10,469) 

年內溢利 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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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石油及
天然氣銷售

石油、石油
相關及其他
產品貿易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63,707 251,609 – 515,316

未分配資產 – – 27,302 27,302 

總資產 542,618
 

分部負債 2,165 188,171 – 190,336

遞延稅項負債 – – 29,020 29,020

未分配負債 – – 5,113 5,113 

總負債 224,469
 

其他資料

利息收入 – – 8 8

融資成本 – – 4,179 4,179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 – 1,588 1,588

－使用權資產 – – 3,463 3,463
    

6. 融資成本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抵押貸款之利息費用 – 3,915

租賃負債利息 228 264  

228 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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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以下項目：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津貼 8,596 13,300
－退休計劃供款 314 178  

8,910 13,478  

存貨成本 1,432,258 694,483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0 1,588
－使用權資產 1,472 3,463

  

8. 所得稅開支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於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已就其估計應課稅溢利按25%計提企業所得稅撥備，而一間年內
註冊成立並位於海南省的附屬公司則有權按15%的稅率繳納所得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的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46 (2)
中國企業所得稅 21,146 10,471

遞延稅項 21,113 –  

42,305 10,469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千港元） 147,820 8,716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841,636 630,365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港仙） 17.56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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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除以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作為存貨股持有的普通股）加權平均
股數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具潛在攤薄效應之
普通股，故此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石油及

天然氣資產

租賃

物業裝修

傢俬、

裝置及設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90,108 5,257 1,124 96,489
添置 8 89 54 151
處置╱出售 – (5,257) (8) (5,265)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90,116 89 1,170 91,375
添置 – – 57 57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90,116 89 1,227 91,432
    

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51,857 3,498 794 56,149
年內變動 – 1,473 115 1,588
處置╱出售 – (4,964) (8) (4,972)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51,857 7 901 52,765

年內變動 – 44 136 180
已撥回減值虧損 (15,887) – – (15,887)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35,970 51 1,037 37,058

    

賬面淨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54,146 38 190 54,374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38,259 82 269 3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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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無形資產

石油及天然氣

加工權利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18,920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2,588,852

已撥回減值虧損 (95,536)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93,316
 

賬面淨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25,604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3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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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74,534 56,428
  

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72,312 1,413

31至60天 2,222 55,015  

74,534 5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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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 1,211 555
已付租金及其他按金 605 1,730
已付貿易按金 (a) 148,210 181,543
已付收購俄羅斯油田之按金淨額 69,929 69,929
其他應收款項 1,939 2,227  

221,894 255,984
減：減值虧損 (71,609) (71,609)  

150,285 184,375
  

(a) 已付貿易按金

該等預付供應商的款項均為無抵押、免息及將用於抵銷日後向供應商採購。

15.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第三方貿易應付款項 (a) 44,877 67,944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 2,819 4,090
應計董事袍金及薪金 881 99
已收客戶按金 14,408 –
增值稅及其他應付稅項 10,928 4,125
其他應付款項 349 464  

29,385 8,778  

74,262 76,722
  

附註 :

(a) 貿易應付款項之信貸期通常在90天內。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44,877 –
31至60天 – 67,944  

44,877 67,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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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合約負債

於報告期末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範圍內客戶合約之合約負債以及年內之合約負
債變動（不包括同年增減所產生者）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104,960 –
確認為收入 (78,185) –
註銷合約退款 (26,775) –
收取墊款 – 104,96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 104,960
  

17. 來自一名主要股東之貸款

來自一名主要股東之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於要求時償還。

18. 股本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附註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報告期初及報告期末， 
每股面值0.2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 20,000,000 100,000,000 2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報告期初，每股面值 0.2港元之 
普通股 841,879 168,376 612,276 122,455

因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之 
供股發行新股份 (a) – – 229,603 45,921    

於報告期末，每股面值 0.2港元之 
普通股 841,879 168,376 841,879 168,376

    

附註 :

(a)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宣佈建議按每八股已發行股份獲發三股供股股
份的基準以認購價每股供股股份 0.2港元進行供股，以籌集最多約45,900,000港元（扣
除開支前）（「供股」）。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本公司透過供股配發及發行每股面
值0.2港元的229,603,495股普通股份，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數目增至841,879,482股。扣
除相關開支後的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4,855,000港元。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的股息及有權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就每股投一票。
就本公司之剩餘資產而言，所有普通股均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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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錄得綜合收入約1,528,06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736,762,000港元），主要來
自石油、石油相關產品及電子產品貿易業務。年內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17.56

港仙（二零二零年：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1.38港仙）。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
於年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約 842百萬股（二零二零年：約 630百萬股）計算。
年內毛利約為 95,80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 42,279,000港元），主要來自中國內
地石油及石油相關產品貿易。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147,82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約為8,716,000港元。純利增加乃主要歸
因於：(i)於石油及石油相關產品銷售大幅增加後，年內本集團收入及毛利較截
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增長約100%以上；(ii)年內行政開支
透過加強本集團的行政成本控制措施而減少約20%以上；及 (iii)撥回物業、廠房
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減值虧損約 111,42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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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貿易業務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水平提高、世界各國政府採取的疫情相關措施放
寬、經濟增長以及二零二零年底開始的歐佩克+原油減產，油價於二零二一年
總體上漲。於二零二一年初，布倫特原油價格從每桶 54.38美元開盤，十月下旬
飆升至 86.40美元的高位，並於本年度最後數月下跌。隨著二零二一年新冠肺
炎疫情得到控制，加上疫苗接種率水平較高，於二零二一年，中國經濟強勁反
彈，經濟增速達到8.1%。於此情況下，本集團繼續拓展其國內市場的核心貿易
業務。除於二零一九年底註冊成立其附屬公司東方明珠（大慶）石油有限公司
外，本集團亦於中國海南省成立另一附屬公司，將其用作石油及石油相關產品
的交易平台。透過積極探索新貿易渠道，增加產品交易量，建立新的業務合作
關係，相關附屬公司能夠取得下游訂單，於本年度實現收入約1,509,395,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約706,411,000港元）。

猶他州油氣田

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二年是本公司學習、反思及重新適應的一年。在此期間，
新型冠狀病毒繼續肆虐全球，給能源行業帶來新的挑戰及困難。例如，最近在
香港爆發的疫情已嚴重影響香港許多企業及辦事處的營運。此外，國際政治領
域的事務（例如導致油價波動的俄烏危機）給我們的業務平添不明朗因素。

為更好地應對我們面臨的挑戰，在過去的一年中，中港石油團隊特別注重學習
及反思。尤其是，我們仔細研究及回顧了上年的工作細節，提煉出可能對我們
手頭工作有用的經驗教訓；同時，我們根據不斷變動的情況，主動調整了我們
的經營模式及思維。例如，若干行政及操作程序已適應網上形式，並已進行簡
化，以實現更快、更有效的響應。我們亦仔細檢討及監察油氣田情況，穩步推
進工作。在該學習及再適應的模式下，我們與猶他州油氣田有關的一系列任務
已順利完成，例如：我們保持了油田穩定及高效的日常營運及維護。尤其是，
我們有效開展了多口油氣井的評價工作，為二零二二年的維修作業提供了良
好保障。於二零二二年，我們計劃對我們目前大部分位於猶他州的油氣田進行
整體修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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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面對的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價格風險

我們在猶他州油氣田的經營及貿易業務的收入及業績受天然氣及石油價格以
及整體經濟狀況的變動影響。天然氣或石油價格的任何大幅下跌可能導致延
遲或取消現有或未來鑽探、勘探或削減及關閉生產。此外，其可能對我們儲備
的價值及金額、生產及貿易淨收入、現金流量及盈利能力造成負面影響。

由於二零二零年年中以來石油消耗量超過全球石油供應量，故二零二一年原油
價格整體上漲。於二零二一年初，布倫特原油價格從每桶 54.38美元開盤，十月
下旬飆升至86.40美元的高位，並於年底隨著新型冠狀病毒新的Omicron變體病例
激增而跌至77.78美元╱桶。國際能源署預期，新型冠狀病毒新病例的激增可能
會減緩但不會破壞石油需求的復甦。與此同時，預期全球石油供應將會增加，
以緩解二零二二年的能源價格。而其他人士可能擔心傳播性更強的Omicron變
體會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於二零二一年，天然氣價格繼續震盪，由二零二一
年四月初的 3美元以下上漲至二零二一年十月初的 6美元以上，最後數月因供
應緊張及對電力的需求增長而回落。（資料來源：http://markets.businessinsider.com）
(https://www.worldbank.org/)。

預期天然氣及石油價格於可見將來雙雙波動，此乃由於全球經濟增長的高度不
確定性以及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局勢，導致市場對該等商品的供求存在不
確定因素所致。同時，新型冠狀病毒對於價格波動的影響亦不容忽視。因此，
可能難以預算及預測開發及開採項目的回報。為減輕價格存在不確定性的負
面影響，本集團已檢討其定價政策並確保本集團所訂立之合約包含經參考市
場報價的必要價格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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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風險及聘用第三方服務供應商的相關風險

勘探及開發猶他州油氣田的井場需要大量資本投資。油氣田的經營亦取決於
第三方提供的服務，包括但不限於運輸產品的加工管道、設備採購及若干基礎
設施的營運及建設服務、建設及生產設備可能產生的成本及服務，以及可增加
項目開發成本及增加未來生產成本的服務。此外，任何第三方服務方未能遵守
適用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將對我們的經營造成負面影響。本集團於全球範圍內
積極物色成本合理且具備必要牌照的替代第三方服務供應商，並對對手方開
展盡職調查，以減輕與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有關的風險。

前景

猶他州油氣田

於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二年期間，石油及天然氣價格呈上漲趨勢，WTI及佈倫
特原油價格迄今分別上漲約55.6%及52.7%，而亨利樞紐天然氣價格自二零二一
年三月以來則上漲約 58.8%。具體而言，佈倫特原油價格由二零二一年三月一
日的每桶 63.69美元上漲至去年餘下時間的每桶 100美元以上（目前價格一直保
持在每桶約99美元）。同樣，WTI價格由約一年前的每桶60.64美元上漲至目前的
96.93美元。亨利樞紐天然氣價格約一年前被評為約2.78美元╱百萬英熱單位，
如今已上漲至 4.41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五日更是高達6.31美元。

最近爆發的俄烏危機導致石油及天然氣價格進一步上漲。根據美國能源信息
管理局 (EIA)的最新月度報告，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已將其對二零二二年美國
及全球基準油價的預測上調約11%，預計佈倫特原油平均價格將為每桶82.87美
元。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亦已將其對二零二三年的預測上調1.5%。

儘管石油及天然氣價格前景光明，但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揮之不去，加上國
際政治及商業的不明朗因素，我們選擇繼續謹慎地推進我們的工作。來年，我
們將優先對我們現有的大部分油井（尤其是該等產量較低或發生故障的油井）
進行修井作業。到目前為止，我們已完成對其中四口井的評估及測試，並已將
修復其中三口井的工作列入未來數月的議程。同時，我們將繼續對其他井進行
評估，並在之後對其開展修井作業。總之，今年的目標是完成盡可能多的井的
修井作業，以提高我們油田的整體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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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正在探索鑽探新井的可能性。在我們完成仔細而全面的成本效益分
析後，我們將能夠作出決定。倘需要鑽新井及分擔鑽井成本，我們亦可能會邀
請新的投資者及合作夥伴，此舉可能有利於我們業務的整體擴張。

貿易及服務業務

二零二二年石油市場前景仍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如何快速控制全球的疫情。
鑒於去年冠狀病毒新變種爆發帶來的市場波動，仍難以評估二零二二年疫情
帶來的全部經濟影響。儘管未來面對不確定因素及重重挑戰，本集團將繼續維
持及開發其現有業務，探索以下領域的新業務機遇：石油及石油相關產品的國
際貿易；尋求石油產業鏈上下游優質的可租賃及可購買項目，以達到石油及石
油化工全產業的縱向協同；中期而言，向油田的所有者提供油田開發及維護服
務，包括石油勘探、油井建造、油田管理、提供石油勘探的節能設備；長期而
言，本集團亦將考慮清潔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潛在投資，以實現減排及取得長
期可持續發展。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來自一名主要股東之貸款為2,000,000港
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結餘），該貸款為無抵押、免息且已於
二零二二年一月四日償還。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由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為 9,06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27,948,000港元），
此乃主要由於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完成之供股所得款項之現金流入減少及經
營業務所耗現金淨額較去年減少之淨影響所致。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流動比率（按本集團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2.45（於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38），資產負債比率（資產負債率）（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約
為23.58%（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37%）。年內，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
及美元進行業務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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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並將於未來採取任
何其視為合適之審慎措施。

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除本公告「前景」一節所披露者外，並無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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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除「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所披露者外，本集團年內概無重大投資。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數目約為 36人（二零二零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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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僱員福利包括交通津貼以及酌情花紅。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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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查詢後確認，所有董事於年內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所載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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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發生任何
重大事項。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致力達致高標準企業管治。董事會定期審視企業管治
常規，以確保本公司遵守適用法律、法規及上市規則的規定。本公司的企業管
治常規乃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
的原則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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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段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
同時兼任。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的公告所披露，劉桂鳳女士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辭任本公司主席；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副主席兼行
政總裁于濟源先生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調任董事會主席。本公司董事會主
席兼行政總裁于濟源先生亦負責監督本集團的總體營運。董事會定期召開會
議，以審議與本集團營運有關的重大事項。董事會認為，該架構不會損害董事
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授權平衡。各執行董事及負責不同職能的高
級管理人員的角色與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相輔相成。董事會認為，該架構有
利於強大及一致的領導，使集團迅速而高效地制定及執行決策。

除上述偏離外，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全年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審核委員會亦已討
論本公司的審計、財務報告事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制度。

中審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本業績公告所載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
表及其相關附註的數字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中審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
限公司（「中審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核對與本集團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草擬本所載金額一致。中審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
不構成核證委聘，故此中審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初步公告發表任何
意見或保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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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年度業績公告及二零二一年年報

本年度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chkoilltd.com)上
刊登。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全部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亦可在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chkoilltd.com)內可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中港石油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于濟源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六名執行董事于濟源先生、林清宇先生、陳俊
妍女士、李松濤先生、楊雨燕女士及孫曉澤女士、兩名非執行董事于志波先生
及鄭野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碧鋒女士、龐峻先生、黃慶維女士及沈
世剛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