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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3） 

 

2022 年中期業績公告 

 

上半年度業務經營概況 

 

• 國家「雙碳」目標及環保政策為我們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集團將繼續圍繞能源綜合解決

方案、去碳化和數字化之三大戰略方向，尋找優質的再生能源項目，並作出審慎投資。 

 

• 集團將持續投入資源研發環保創新技術，以能源創新研發結合商業規模生產，培育業務高質

量發展。 

 

• 在內地 23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成立 298 個項目，業務範圍覆蓋城市燃氣、再生能源等。 

 

• 面對疫情衝擊、能源價格上漲以及國際環境演變等挑戰，集團憑藉穩健往績及專業管理，繼
續深耕燃氣業務，戮力發展再生能源業務，上半年仍錄得良好增長。 

 

• 燃氣銷售量增加 4%至 75.41 億立方米，營業額躍升 31%至 101.60 億港元。 

 

 

 
財務摘要  

 

  董事會宣布集團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之六個月內，股東應佔稅後溢利為 10.42 億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 2.64 億港元，上升 34%，每股基本盈利為 33.04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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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本年度上半年未經審核之業務要點及去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2022 2021 

營業額，港幣百萬元計 10,160 7,773 

股東應佔稅後溢利，港幣百萬元計 1,042 778 

每股基本盈利，港幣仙計 33.04 26.21 

燃氣銷售量，百萬立方米計，天然氣等值 7,541 7,261 

於 6 月 30 日城市燃氣客戶數目, 百萬戶* 15.50 14.56 
 

* 包括集團所有城市燃氣項目 

 

 



 

–3– 

經營回顧 

 

    集團於去年引入知名私募基金 Affinity Equity Partners 集資港幣 28 億元，以加快推進分布式光

伏項目，並直接向集團工商客戶供電。 

 

    公司於 2021 年 12 月 14 日更名為港華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未來將在燃氣業務基礎上，着力發

展再生能源之建設運營和管理業務。 

 

    2022 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和能源價格高企引發的高通脹影響之下復蘇；內地

經濟開局良好，但自 3 月份開始，江蘇、廣東、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及北方多地相繼爆發新一輪疫

情，對內地的工業和商業帶來不同程度之影響。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集團整體營業額較去年同期顯著增長 31%至 101.60 億港

元。公司股東應佔稅後溢利為 10.42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躍升 34%，每股基本盈利為 33.04 港仙，

較去年同期顯著上升 26%。 

 

燃氣業務 

 

    集團於 2022 年上半年的總售氣量較 2021 年同期上升 4%至 75.41 億立方米。當中工業售氣量

錄得 37.25 億立方米，較 2021 年同期錄得的 35.92 億立方米上升 4%，其售氣量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50%，商業售氣量錄得 9.27 億立方米，較去年同期錄得的 9.18 億立方米增長 1%，其售氣量佔集團

總售氣量的 12%，分銷售氣量錄得 10 億立方米，較去年同期錄得的 10.25 億立方米下跌 2%，       

其售氣量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13%。而民用售氣量則較去年同期錄得的 15.59 億立方米增長 11%至    

17.30 億立方米，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23%。分布式能源業務 2022 年上半年錄得 1.59 億立方米的等

值天然氣售氣量，而去年同期則錄得 1.67 億立方米的等值天然氣售氣量，佔集團總售氣量約 2%。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銷售管道燃氣及能源業務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顯著上升

33%至 86.37 億港元，主要是由於整體單位氣價上升。 

 

    燃氣接駁業務方面，本期間之接駁費收入為 11.95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32%，期內新增綜

合接駁客戶達 25 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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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集團通過加快部署區域氣源集中和靈活採購，紓解上游氣價高漲對毛利之影響；積極

爭取和利用支持政策，減輕企業經營壓力。隨著下半年國內經濟形勢好轉，預計集團氣量增長將有

所回升；預期國家和各地將進一步理順價格聯動機制，集團母公司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中華

煤氣」）之江蘇金壇儲氣庫儲氣調峰能力逐年提升，集團亦會加大國內非常規氣源籌措以降低成本，

預期下半年集團城市燃氣盈利狀況將較上半年有所改善。同時，集團正加快推動以天然氣利用為主

的清潔熱能業務的拓展，充分把握城市燃氣業務在「雙碳」及能源綠色低碳轉型中的新增長機遇，

並開展甲烷控排相關行動部署，謀求城市燃氣業務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 

 

    連同屬下企業再投資項目，集團於今年上半年新增 2 個城市燃氣項目，分別位於福建省之長汀

福燃天然氣有限責任公司及河北省之安國市華港燃氣有限公司。此兩個項目預計未來 5 年後為集團

帶來天然氣等值年用氣量達 1.36 億立方米。 

 

再生能源業務 

 

    憑藉燃氣業務過往多年在工業客戶開發與管理方面累積的經驗，集團進一步聚焦於零碳智慧園

區用戶之綜合能源管理，大力開拓光伏投資運營，並積極布局面向園區和企業用戶之能源數字化服

務、碳交易及節能管理等增值服務，集團在零碳智慧園區之開發模式已顯現出其優越性。 

 

    截至目前已成功洽商發展 47 個零碳智慧工業園區項目，並在 19 個省級地區布局逾 200 個再生

能源項目。 

 

    其中，集團母公司中華煤氣自 2006 年開始進入陝西省西安市參與發展城市燃氣，多年來為西

安市打造安全可靠的燃氣服務，備受政府領導及社會各界之讚賞。日前集團成功在西安市經濟開發

區、鄠邑區取得零碳園區項目，也計劃在未來投入到西咸新區、高新區等其他區域的智慧能源業務

中，助力西安市達成雙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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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集團繼續以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為重點投資區域，為鋼鐵、造紙、數據中心等

行業龍頭提供碳中和解決方案。在江蘇省泰州市和河北省唐山市建立具備規模化推廣複製價值之零

碳園區和零碳工廠示範項目，有助加速推動零碳智慧園區之發展。此外，集團亦增加對能源管理技

術之投入，包括打造零碳園區能源生態平台、推進碳資產託管和綠色電力交易服務、以提升能碳服

務能力，開拓更為廣闊之業務前景。 

 

    在能源創新方面，集團於今年成立了港華能源研究院，以智慧及綠色能源為主旨，提供實際的

商業化場景，吸引及主導各科研機構共同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可落地的商業化項目。早前也與清華大

學合作設立零碳智慧園區虛擬電廠技術聯合研究中心，開展科技攻關，帶動能源互聯網和新型電力

系統的發展與技術進步。 

 

    集團於 2022 年上半年繼續擴大業務版圖，於年內共新增 52 個再生能源項目，累計已成立    

108 個項目，業務類型包括工商業分布式光伏、儲能、碳管理、電力工程、綠電公司、綜合能源等；

集團將秉持可持續發展核心戰略，持續布局三大戰略方向，聚焦零碳場景構建及營運管理，牢牢把

握時代機遇，為實現國家「雙碳」目標、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貢獻力量。 

 

延伸業務 

 

    集團旗下品牌名氣家憑藉其 VCC（網上客戶中心）平台，聚焦「智慧廚房」積極拓展業務，包

括智能廚房設備、燃氣服務及安全管理、安全廚房解決方案、高端櫥櫃、家庭保險，以及通過「時

刻+」線上商城及線下門店提供健康產品及服務等。 

 

    截至 6 月底，歸屬於集團之名氣家 VCC 會員數目已達 650 萬，包括今年上半年新增的 48 萬。

上半年集團企業透過名氣家 VCC 平台累計辦理燃氣業務 735 萬單，非燃氣繳費類業務 47 萬單。燃

氣保險產品銷量錄得可觀增長，較去年同期增加 52%。 

 

    集團繼續加強自家品牌「港華紫荊」的銷售，包括煮食爐、熱水器、抽油煙機、乾衣機等燃氣

具，配合個人化的廚房訂製以及智慧廚房方案，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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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 

 

    為積極順應全球低碳轉型之綠色發展大潮，集團將繼續加大對環境、社會及管治的投入，從不

同層面提升公司的可持續發展表現，致力把理念更好地融入管治及日常營運之中。 

 

    集團現已躋身五大國際環境、社會及管治（ESG）評級，讓投資者及不同持分者更清晰了解集

團的業務營運狀況，特別是ESG帶來的風險及機遇。五項評級包括MSCI、Sustainalytics、標普全球

S&P Global、富時羅素及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評級，較去年新增兩項評級，以便各界更全面地

認識公司在可持續發展的表現。集團最近獲 Sustainalytics 提升分數，成為內地城市燃氣企業中首

間被評為「中風險」的企業，領先同業。 

 

    今年上半年，集團獲頒發多個ESG獎項，公司對社會長遠發展作出的卓著貢獻備受外界肯定。

其中，集團連續兩年蟬聯「年度低碳榜樣」稱號。是項榮譽由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週刊》頒發，

旨在表揚企業在低碳節能方面的努力和優異成績。此外，集團獲不同機構頒予「最具社會責任上市

公司」及「愛心企業」等獎項，以表彰公司努力踐行社會責任。 

     

    在保護環境方面，集團勇於作出承諾，彰顯企業的責任擔當，為應對全球氣候危機及國家碳中

和目標作出貢獻。公司於今年上半年宣布首度發行 2 億美元可持續發展掛鈎債券。債券參照集團已

制訂的可持續發展掛鈎金融框架，而該框架符合可持續發展掛鈎債券原則及可持續發展掛鈎貸款原

則。在框架中，集團訂立了兩個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包括光伏能源裝機量及光伏能源銷售佔

總能源銷售比率，若不能滿足任何一個預先協議之可持續發展指標的情況下，公司將額外支付利

息，以示承擔。此外，在今年 6 月，集團正式加入中國油氣企業甲烷控排聯盟，力爭 2025 年實現

天然氣生產過程甲烷平均排放強度降到 0.25%以下，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並努力於 2035 年達到世

界一流水平。 

 

    除了在企業層面作出努力以外，集團也鼓勵員工在個人層面減碳。今年 3 月，集團進行以「擁

抱『雙碳』綠色出行」為主題的低碳環保計劃，鼓勵員工以實際行動踐行綠色、低碳、健康的生活

方式，共獲得逾 130 家項目公司積極回應，期間共植樹逾一萬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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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治架構上，公司也致力按可持續發展的準則作出改變，我們一直深信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對

提升公司的表現有所裨益，因此在董事會委任以用人唯才的原則下，在甄選時也會顧及董事會成員

的多元化準則。自今年 4 月 4 日起，陸恭蕙博士獲委任為集團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公司提名委

員會、薪酬委員會及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成員。 

 

    為了關顧弱勢社群和有需要人士，集團於 2013 年創立標誌性社區計劃「港華輕風行動」，通過

參與學校改造工程、捐贈書籍和學習用品，為資源貧乏的學校提供支援，完善學童的學習環境，同

時減輕基層家庭的生活負擔。今年 5 月，「港華輕風行動」到訪廣西平南縣，除了捐贈教學設備予

當地小學，還設立「港華愛心書庫」，又為其改善並增建體育設施，捐助總額共約人民幣 18 萬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集團僱用 23,476 名僱員，其中 99%在中國內地工作。集團按員工之個

別表現、工作性質和職責來釐定薪酬，並為員工提供在職培訓及完善福利，包括醫療及退休計劃、

年終獎金及其他獎勵。集團亦鼓勵員工作息有序，工作與生活平衡，並持續優化工作環境，讓員工

盡展所長，為集團作出貢獻。 

 

中期股息 

 

    董事會經考慮公司的股息政策後，於2022年8月16日的董事會會議上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               

（2021年﹕無）。 

 

2022年業務展望 

 

    2022 年上半年，中國內地經濟增長面臨極大挑戰。中央及各地政府過去數月密集出台政策，

以穩定及振興經濟，疫情也亦逐漸在 6 月受控，內地經濟開始出現積極變化。隨著國內支持政策進

一步發揮效用和優化後的第九版新冠疫情防控方案的實施，工商業活動和居民消費進一步活躍和恢

復，預計下半年的形勢較上半年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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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雙碳」目標引領下，內地能源正有序推行綠色低碳轉型，國家通過發佈和實施一系列規劃

和方案，指引「十四五」規劃及 2035 年間的能源轉型發展，加快構建安全、綠色、現代化的現代

能源體系。雖然 2022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響，內地天然氣消費需求受到明顯抑制；但長期看，天然

氣對於實現「雙碳」目標具有重要作用，在節能降碳重點工業領域的推廣應用也會不斷深化，在未

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將保持穩定增長，與新能源融合發展，區域綜合能源供應領域可獲得新的高質量

發展機遇。 

 

    非化石能源於一次性能源中的消費比重將逐步增加，並在 2030 年達到 25%，風光發電裝機容

量將達到 12 億千瓦，內地再生能源將躍升發展。即使在深受疫情影響的上半年，內地新增光伏發

電裝機容量和投資同比都實現 25.8%之強勁增長，「光伏+」在園區、建築、交通等領域的應用場景

亦不斷豐富，光伏發電、儲能、氫能及能源智慧化將迎來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集團將圍繞能源綜

合解決方案、去碳化和數字化之三大戰略方向，推動「零碳智慧園區」和光伏、儲能、充換電項目

向前發展。 

 

    2022 年上半年，集團盡力克服疫情之不利影響，以全球環保趨勢為依歸，配合國家「雙碳」

目標及相關政策，促進城市燃氣和再生能源業務並行協同發展，積極拓展延伸業務，為集團旗下企

業賦能，推動集團信息化轉型。另一方面持續投入資源研發環保創新技術，以能源創新研發結合商

業規模生產，培育企業新的增長點；同時致力提升集團ESG表現及履責能力，為社會創造更美好未

來。相信隨著下半年國內經濟形勢轉好，集團各項業務將重回更快更好的增長和發展軌道，迎來更

蓬勃之發展。 

 

 

 

 

主席  

李家傑 

 

 

香港，2022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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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以下為集團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首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要點。該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

表已由公司之審核及風險委員會及外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截至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0,160,287  7,772,512  

總營業支出 4 (9,230,228 ) (6,760,707 ) 

      

  930,059  1,011,805  

其他收入  94,135  74,707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521,603  (4,985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14,909  186,635  

分佔合資企業業績  158,572  186,023  

融資成本 5 (371,728 ) (234,598 ) 

      

除稅前溢利 6 1,447,550  1,219,587  

稅項 7 (277,872 ) (315,881 ) 

      

期內溢利  1,169,678  903,706  

      

應佔期內溢利︰      

 公司股東   1,041,609  778,133  

 非控股股東  128,069  125,573  

      

  1,169,678  903,706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9     

 －基本  33.04    26.21   

  －攤薄  15.93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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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六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169,678  903,706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為呈列貨幣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1,028,369 ) 118,442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42,870 ) (299,016 )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的相關所得稅 35,717  76,367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現金流量對沖︰     

指定為現金流量對沖並計入對沖儲備中之衍生工具之公 

  平值淨變動 65,947  

 

(30,425 ) 

指定為現金流量對沖之衍生工具之公平值變動重新分類 

  至損益 (105,289 ) 

 

49,512  

     

 (1,174,864 ) (85,120 )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5,186 ) 818,586  

     

應佔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公司股東 (75,743 ) 679,649  

非控股股東 70,557  138,937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5,186 ) 818,586  

     

     



 

–11–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761,228  22,810,412  

 使用權資產  882,110  941,481  

 無形資產  439,107  471,083  

 商譽  5,489,796  5,750,478  

 聯營公司權益  10,623,229  11,183,849  

 合資企業權益  3,721,842  3,629,468  

 給予聯營公司貸款  45,168  47,313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1,286,917  1,497,846  

  其他財務資產  36,491  -  

  已支付收購附屬╱一間聯營公司之按金  -  178,829  
       
  45,285,888  46,510,759  
      

流動資產      

 存貨  687,679  704,509  

  給予聯營公司貸款  60,722  67,207  

 給予合資企業貸款  192,775  194,873  

 應收貨款、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10 2,537,846  2,463,040  

 非控股股東欠款  209,196  215,637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6,794  9,571  

 銀行結餘及現金  3,866,700  4,071,107  
      
  7,561,712  7,725,944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1 2,814,934  2,994,759  

  合約負債  3,706,961  3,939,179  

  租賃負債  20,013  15,312  

 欠非控股股東款項  72,663  79,855  

 應付稅項  1,666,309  1,611,627  

 借貸－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7,252,156  8,633,082  

  最終控股公司給予貸款  80,959  66,617  

  合資企業給予貸款  803  730  

  一間聯營公司給予貸款  23,427  -  

 其他財務負債  -  29,992  
      
  15,638,225  17,371,153  
      
流動負債淨值  (8,076,513 ) (9,645,209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7,209,375  36,865,550  
      



 

–12–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76,233  60,174  

 借貸－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9,490,530  7,990,330  

  遞延稅項  765,588  830,839  

  非控股股東給予貸款  23,792  37,518  

 其他財務負債  15,377  40,694  

  可換股債券  2,130,140  2,733,237  

      

  12,501,660  11,692,792  

      

資產淨值  24,707,715  25,172,75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16,469  315,989  

 儲備  22,022,181  22,579,063  
      

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2,338,650  22,895,052  

非控股股東權益  2,369,065  2,277,706  
      
整體股東權益  24,707,715  25,17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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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有見及集團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約

80.77 億港元，董事已審慎考慮到集團日後的流動資金。集團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負債包含

須於報告期期末起計一年內償還的約 72.52 億港元借款。 

 

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集團有來自中期票據計劃（「中期票據計劃」）的未動用資金約 132.44

億港元以及來自銀行及最終控股股東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中華煤氣」）的未動用信貸額度

約 99.29 億港元（「信貸額度」）。於批准刊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當日，集團有來自中期票據計劃

的未動用資金及信貸額度分別約 132.57 億港元及 95.83 億港元。在評估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

時，董事考慮到集團與銀行╱債權人關係良好且擁有良好的信貸記錄，故認為集團自報告期期

末起計須於一年內償還的約 12.30 億港元借款將繼續延期或再融資。 

 

經計及內部產生的資金、來自中期票據計劃的未動用資金及該等可動用的信貸額度，董事相信

集團有能力應付於可見將來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持續經營基  

準編製。 

 

2.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集團於編製其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下列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該等修訂本於 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2021年6月30日後之新冠肺炎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之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

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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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業務分類乃按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人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定期審閱之有關集團組成

部分之內部報告而劃分。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人已被識別為公司之執行董事（「執行董事」）。 

  

集團根據執行董事用作決策所審閱的內部報告釐訂其業務分類。 

  

集團現時把業務分為三個業務分類（即集團用作申報財務資料的業務分類）。業務及報告分類

的主要活動如下： 

 

銷售管道燃氣及能源   － 銷售管道燃氣（主要為天然氣）及其他能源 

燃氣接駁                        － 根據燃氣接駁工程合約建設燃氣管道網絡 

延伸業務 － 銷售燃氣爐具與相關產品及其他相關增值服務 

 

分類業績指各分類所賺取之除稅前溢利，不包括融資成本、分佔聯營公司業績、分佔合資企

業業績、其他收入、其他收益（虧損）淨額及未分配公司開支，如中央行政成本及董事薪酬。

此等為呈報予執行董事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類表現的方式。 

 

集團之分類資產及負債金額未經執行董事審閱或定期向執行董事提供，因此，分類資產及負

債未予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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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等分類的資料於下文呈列： 

 

 

銷售 

管道燃氣 

及能源 

 

燃氣接駁 

 

 

延伸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在某一時點確認之營業額  8,637,148  898,946  328,601  9,864,695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之營業額  -  295,592  -  295,592  

          

對外銷售  8,637,148  1,194,538  328,601  10,160,287  

          

分類業績  472,347  490,746  61,824  1,024,917  

          

其他收入        94,135  

其他收益淨額        521,603  

未分配公司開支        (94,858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14,909  

分佔合資企業業績        158,572  

融資成本        (371,728 ) 

          

除稅前溢利        1,447,550  

稅項        (277,872 ) 

          

期內溢利        1,169,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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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 

管道燃氣 

及能源 

 

燃氣接駁 

 

 

延伸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在某一時點確認之營業額   6,514,341  674,337  354,748   7,543,426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之營業額        -  229,086        -   229,086  

          

對外銷售  6,514,341  903,423  354,748   7,772,512  

          

分類業績  610,607    396,913  71,188  1,078,708  

          

其他收入          74,707  

其他虧損淨額        (4,985 ) 

未分配公司開支        (66,903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86,635  

分佔合資企業業績        186,023  

融資成本        (234,598 ) 

          

除稅前溢利         1,219,587  

稅項        (315,881 ) 

          

期內溢利         903,706  

          

          

   

4. 總營業支出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用燃氣、庫存及材料 7,844,459  5,542,926  

員工成本 649,737  568,690  

折舊及攤銷 465,755  436,163  

其他費用 270,277  212,928  

     

 9,230,228  6,7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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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利息支出 335,381  238,573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支出 38,562  -  

銀行費用 3,494  2,496  

租賃負債的利息支出 2,278  2,224  

     

 379,715  243,293  

減：資本化之金額 (7,987 ) (8,695 ))))) 

     

 371,728  234,598  

 

 

6.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無形資產攤銷   9,853  9,842  

使用權資產折舊   27,832  26,229  

已售存貨成本   8,322,358  5,978,62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28,070  400,092  

員工成本（附註）   649,737  568,6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已計入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2,403  5,675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已計入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277  - 

 

       

及已計入下列各項： 

     

  

利息收入   29,966  17,764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已計入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522,019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之股息收入 38,756  30,882  

匯兌收益淨額（已計入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1,292  1,095  

 

附註：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若干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將按

認購價每股3.69港元以現金向認購人發行合共11,663,000股認購股份。認購人包括本公司董

事、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中華煤氣附屬公司董事以及本集團及中華煤氣僱員，故於授出日

期或批准日期（如需要）之股份公平值與認購價合共4,941,000港元之差額入賬列為以股份為

基礎的付款並計入員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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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稅項費用於此兩個期間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由於在此兩個期間集團的收入並非產生自或來自香港，故並未作出香港利得稅撥備。 

 

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介乎 15%至 25%（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

15%至 25%）。 

 

根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於 2021 年發布的《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目錄（2020 年本）》

2021 年第 40 號令，於中國西部營運的若干附屬公司已獲當地稅局給予稅務寬減，可以 15%優

惠稅率繳稅。 

 

8.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六

個月 : 無）。期內，董事會已宣派 2021 年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拾伍港仙（2020 年的末期股

息 : 每股普通股拾伍港仙），合共 473,419,000 港元（2020 年的末期股息 : 445,340,000 港元）。 

 

2021 年的末期股息以現金支付，惟股東獲授選擇權可就部份或全部該等股息以新股份形式代替

現金，收取作為末期股息。報告期後，於 2022 年 7 月 12 日，向 2022 年 6 月 6 日名列公司股

東名冊的股東支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拾伍港仙（包括向股東提供的以股代息選擇），作為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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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每股基本盈利之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1,041,609  778,133  

     

具攤薄性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支出 38,562  -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522,019 ) -  

     

就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 558,152  778,133  

     

 

 

股份數目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股份  千股份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扣減持作股份獎勵計劃之股份後 

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152,457 

 

2,968,935 

 

     

具攤薄性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 350,350  -  

剩餘認購股份加權平均數 3,002  -  

原本將於市場上發行之剩餘認購股份加權平均數 (2,745 ) -  

     

就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503,064  2,968,935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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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貨款、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貨款（扣除信用損失撥備） 1,213,327  1,241,290  

預付款 753,487  571,274  

其他應收款及按金 571,032  650,476  

     

 2,537,846  2,463,040  

     

應收貨款 

 

集團的政策為給予其客戶平均 0 至 180 日的信貸期。視乎個別情況，集團可給予較長的信貸

期。根據接近收入確認日的發票日期計算，應收貨款於報告期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854,167  952,900  

91至180日 82,514  81,132  

180日以上 276,646  207,258  

     

 1,213,327  1,24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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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 1,380,741  1,587,061  

應付收購業務代價  77,121  80,700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351,002  1,325,645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附註） 6,070  1,353  

     

 2,814,934  2,994,759  

     

附註：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應付貨款 

 

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應付貨款於報告期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525,538  905,106  

91至180日 290,689  209,004  

181至360日 258,537  172,091  

360日以上 305,977  300,860  

     

 1,380,741  1,58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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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集團一向採取審慎的財務資源管理政策，維持適當水平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和充足的信貸額

度，以應付日常營運及業務發展需要，同時將借貸控制在健康水平。 

 

    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集團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為 167.43 億港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    

166.23 億港元），其中 72.52 億港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86.33 億港元）為在一年內到期之銀行貸

款及其他貸款；94.65 億港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79.68 億港元）為期限介乎一年至五年之銀行

貸款及其他貸款；2,600 萬港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2,200 萬港元）為期限超過五年之銀行貸款

及其他貸款。除 120.22 億港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104.42 億港元）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以定息

計息外，集團其他借貸以浮息計算。有關借貸年期及利率安排，為集團提供穩健的財務資源及穩定

的利息成本。由於集團業務主要位於中國內地，大部份交易、資產及負債按人民幣記帳，因此集團

之非人民幣存款及借貸會就人民幣之匯率變動承受外匯風險。於期末集團之借貸中 143.85 億港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156.48 億港元）為人民幣借貸，其餘 23.58 億港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

9.75 億港元）以美元為主，集團為此等非人民幣借貸絕大部分均已利用交叉貨幣掉期合約作人民幣

對沖，以減低外匯風險。除上述借貸外，集團由母公司中華煤氣、旗下合資企業、一間聯營公司及

非控股股東分別獲得約 8,100 萬港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6,700 萬港元）、約 80 萬港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73 萬港元）、約 2,300 萬港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無）及約 2,400 萬港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3,800 萬港元）之人民幣定息貸款。 

 

    於 2022 年 4 月，集團首度發行 5 年期之可持續發展掛鈎債券（「債券」），成功籌得 2 億美元資

金，集團亦成為首家在香港發行可持續發展掛鈎債券的能源企業。該債券根據集團在 2021 年 6 月

所設立的 20 億美元之中期票據計劃（「中期票據計劃」）及在 2022 年 3 月制訂的可持續發展掛鈎金

融框架發行。該債券所得款項已利用交叉貨幣掉期合約轉為人民幣，從而減低外匯風險。 

 

    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集團之現金、現金等價物及定期存款合計 38.73 億港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40.81 億港元），當中 99%（2021 年 12 月 31 日：99%）為人民幣資產，其餘主要為港幣及

美元。集團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負債比率（即淨負債相對整體股東權益加淨負債之比率）為    

38.0%（2021 年 12 月 31 日：37.9%）。 

 

    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集團可透過中期票據計劃募集資金的額度約為 132.44 億港元，而由銀

行及中華煤氣已取得而未動用的信貸額度約為 99.29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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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營運及資本支出之資金來自業務營運之現金收入、內部流動資金、銀行融資、中期票據計

劃、可換股債券及股權資金之安排。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加上未動用之信貸額度，及其中

期票據計劃，因此能夠保持穩健的資金流動性，具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以應付履約及營運需求。而集

團得益於良好的信貸評級，銀行貸款及票據之利率亦相當優惠。 

 

信貸評級 

 

    穆迪維持港華智慧能源之發行人評級為「Baa1」，評級展望為「穩定」。標準普爾亦維持港華智

慧能源之長期企業信貸評級在「BBB+」，評級展望為「穩定」。該等評級反映了信貸評級機構對集

團穩健業務及信貸記錄之認同。 

 

或有負債 

 

    集團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中期股息 

 

    董事會經考慮公司的股息政策後，於2022年8月16日的董事會會議上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               

（2021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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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料 

 

企業管治  

 

    公司於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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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 10 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證券之標準守

則。經公司個別作出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於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均一直遵守標準

守則之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除公司股份獎勵計劃的受託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的規則及信託契約條款以總額 29,897,000 港

元在聯交所購入合共 6,965,000 股公司已發行股份外，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執行董事暨公司秘書          

何漢明 

 

香港，2022 年 8 月 16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家傑（主席） 鄭慕智 

廖己立 李民斌 

 關育材 

執行董事︰ 陸恭蕙 

黃維義（行政總裁）  

何漢明（公司秘書）  

紀偉毅（營運總裁－燃氣業務） 

邱建杭（營運總裁－再生能源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