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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入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及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
表如下：

簡明綜合收入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3 22,892 16,694
銷售成本 (16,166) (13,625)

6,726 3,069
其他收入 2,320 1,056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080) (8,617)
鑽探開支 (4,177) (3,317)
石油產業減值 – (43,557)
非所得稅稅項 (232) (136)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值 (5,010) 7,170

經營活動虧損 4 (10,453) (44,332)
融資成本 (510) (261)

除稅前虧損 (10,963) (44,593)
所得稅 5 – –

期內虧損 (10,963) (44,593)

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10,910) (44,448)
 少數股東權益 (53) (145)

(10,963) (44,593)

每股虧損－基本（美仙） 6 (4.67)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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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虧損 (10,963) (44,593)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989) 2,34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1,952) (42,249)

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11,862) (42,185)

 少數股東權益 (90) (64)

(11,952) (4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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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商譽 1,262 1,262
 固定資產 7 25,090 22,343
 可供銷售投資 771 771
 遞延稅項資產 156 168

27,279 24,544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26,227 21,401
 以公平值計值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16,632 22,888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8 11,110 12,063
 其他應收貸款 – 3,149
 存貨 7,590 6,78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50,001 49,343

111,560 115,63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9 4,298 3,31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2,434 2,170
 銀行透支 1,622 1,587
 貼現債務人銀行貸款 1,926 1,980
 融資租賃－當期部份 266 320

10,546 9,369



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5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資產淨值 101,014 106,26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8,293 130,807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 356 525
 撥備 1,669 1,429
 可換股債券 11 – 9,087

2,025 11,041

資產淨額 126,268 119,76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131,526 109,722
 重估儲備 3,554 3,843
 特別資本儲備 12,037 12,037
 股份溢價 198,851 199,947
 可換股債券股本儲備 – 2,253
 匯兌儲備 5,255 5,918
 累計虧損 (227,688) (216,777)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23,535 116,943

少數股東權益 2,733 2,823

126,268 11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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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865 (14,250)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5,023) 10,918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流入 9,091 (222)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減少） 4,933 (3,554)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9,814 44,703

匯率影響 (142) 1,019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24,605 42,168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餘額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26,227 43,423

銀行透支 (1,622) (1,255)

24,605 4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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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千美元列示）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可換股
債券股本

儲備
特別資本

儲備
匯兌
儲備

重估
儲備

累計
虧損 合計

少數股
東權益

權益
總額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109,722 199,947  2,253 12,037 5,918 3,843 (216,777) 116,943 2,823 119,76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663) (289) (10,910) (11,862) (90) (11,952)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
　時發行股份  21,804 (1,096) (2,253) – – – – 18,455 – 18,455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131,526 198,851 – 12,037 5,255 3,554 (227,687) 123,536 2,733 126,269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特別資本
儲備

匯兌
儲備

重估
儲備

累計
虧損 合計

少數股
東權益

權益
總額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109,722 199,947 12,037 4,558 2,706 (147,473) 181,497 4,357 185,85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924 339 (44,448) (42,185) (64) (42,249)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109,722 199,947 12,037 6,482 3,045 (191,921) 139,312 4,293 14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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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賬目」）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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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而編製。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此等中期賬目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倘適用）。有關已終止業務之會計政策
詳情載列如下。

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與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
始之年度財政期間之財務報表相關及適用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詮釋17 向擁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 租賃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且不會導
致本財務報表中所採用之會計政策發生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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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來自出售原油以及為合約外判電子產品製造商裝嵌電子零件及銷售礦產品之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按業務分部分析之營業額及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千美元列示）

石油
銷售
礦石

合約電子
產品製造

買賣
證券 其他 總計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4,930 5,710 12,213 – 39 22,892

分部業績 (2,395) (779) 221 (3,812) – (6,765)
未分類收入及開支 (3,688)

經營虧損 (10,453)
融資成本 (189) (321) (510)

期內虧損 (10,963)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石油
銷售
礦石

合約電子
產品製造

買賣
證券 其他 總計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3,325 2,773 10,575 – 21 16,994

分部業績 (49,589) (562) (526) 7,534 – (43,143)
未分類收入及開支 (1,189)

經營虧損 (44,332)
融資成本 (261) (261)

期內虧損 (4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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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活動虧損

經營活動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固定資產折舊 1,476 954

5. 所得稅

由於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利得稅撥備。

6.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股東應佔虧損淨額10,910,000美元（二零零九年：44,448,000美元）及期
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33,647,186股（二零零九年：219,447,787股）計算。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而言，二零零九年之普通股股數可按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之五十股
合併為一股之股份合併作出追溯調整。

7. 固定資產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入約5,040,000美元（二零零九年：
225,000美元）固定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本集團將勘探中石油產業出租予一名獨立第三方（「獨立第三方」）以使其
於未來六年半內繼續勘探石油。於租賃期內，獨立第三方如能探明任何石油，則有權分享每日不超
過10,000桶之石油收入。該協議於到期後可予重續。本集團已將租賃期內該等出租石油產業金額減
值至可收回金額。

8.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BPMIGAS款項 1,933 2,946
 －應收其他人士款項 7,152 6,643
應收票據 2,025 2,474

11,110 12,063

應收BPMIGAS款項（BPMIGAS乃印尼之國有石油公司）指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就BPMIGAS所承擔之
原油增產而產生之應收貿易賬款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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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續）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0-30日 9,676 3,415
31-60日 1,354 5,459
61-90日 2 957
90日以上 78 2,232

11,110 12,063

應收貿易賬款包括就應付少數股東權益金額之2,518,000美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31,000美元）。

9.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0-30日 3,162 2,087
31-60日 850 872
61-90日 90 84
90日以上 196 269

4,298 3,312

10. 股息

董事會決定不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11. 可換股債券

於期內，本公司發行約9,487,000美元之二零一二年八月到期可換股債券。本公司己向Megabucks 
International Limited支付創立人佣金499,000美元。換股權獲行使，轉換21,804,000美元之可換
股債券為每股面值0.01美元之股份2,194,447,870股。餘下119,000美元之可換股債券已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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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法定：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50美元之普通股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 500,000 140,000

已發行及繳足：
 263,333,744股每股面值0.50美元之股份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972,239,359股
　　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 131,526 109,722

根據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八日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14,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美元之普通股增至50,000,000,000股，新增普通股與本公司現有普通股在所有各方面享有同
等權益。

於期內，透過行使總代價約為21,804,000美元之可換股債券發行2,194,447,870股每股面值0.01
美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本公司實施股份合併，基準為本公司股本中每五十 (50)股每股面值0.01美
元的現有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一 (1)股0.50美元的合併股份。

股份合併由本公司董事會批准及由本公司多數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批
准。

13. 關連人士交易

於期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立以下交易：

截至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向少數股東權益之銷售 5,710 –

14. 批准中期賬目

本公司董事會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批准中期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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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對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之討論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22,892,000美元，增加6,198,000

美元或37%，而去年同期為16,694,000美元。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10,910,000美元，即每股
4.67美仙，而二零零九年同期虧損淨額則為44,448,000美元，即每股20.25美仙（經調整）。
資產負債表方面，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總值為138,839,000美元，而於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04,176,000美元，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為
126,268,000美元，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19,766,000美元。

業務發展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分為兩類。第一類業務為在亞洲國家開發及生產原油及礦石（例如石墨），第
二類業務為在英國提供電子產品製造服務。

根據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二日本集團與印尼政府轄下石油部 (BPMIGAS)訂立之Bula石油生產分
享合同（「Bula PSC」），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Kalrez Petroleum (Seram) Limited在印尼經
營油田。Bula PSC將於二零一九年屆滿。

本公司透過其擁有多數權益之附屬公司 South Sea Graphite (Luobei) Co., Ltd.（前稱「黑龍江北
方石墨有限公司」）在中國黑龍江省蘿北縣生產及銷售石墨產品。

本公司透過其於英國之全資附屬公司Axiom Manufacturing Services Ltd.（「Axiom」）提供商業
對商業及商業對工業以及向以下市場界別之原設備製造商提供電子產品製造服務：

• 醫療器材
• 工業控制設備
• 家居電器
• 電腦及相關產品
• 測試及測量儀器產品
• 國防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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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成本及資產管理卓有成效，Axiom有能力為客戶提供獲得成本總額較原設備製造商自行生
產為低之外判方案。原設備製造商已與Axiom訂立合約，以製造產品或獲得產品開發及模型設
計、批量生產或售後支援之相關服務。

在很多情況下，Axiom製造之產品均冠以客戶之品牌，及Axiom之絕大部分製造業務均以全方
位基準提供。根據此種方式，本公司向其供應商購買客戶指定之零件後，將於印刷電路板上裝
嵌零件，進行生產後測試，並為客戶辦理生產程序及測試文件。Axiom亦按寄銷方式提供製造
服務，使用客戶提供之零件製成印刷電路板成品或產品。Axiom為客戶提供之「適時」運送計
劃，讓產品付運期與客戶之存貨要求緊密配合。此外，Axiom亦為客戶將已製成之印刷電路板
嵌入客戶之製成品內，以完成最終產品之裝嵌。Axiom絕大部分客戶均位於英國。

經營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22,892,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之
16,690,000美元增加6,198,000美元或37%。於該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原油業務之營業額為
4,931,000美元，而二零零九年同期則為3,330,000美元，增加48%。期內石油收益增加乃主
要由於油價上漲所致。同期，本集團之石墨業務錄得收益5,710,000美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2,770,000美元增加2,940,000美元或106.14%。於二零一零年六個月
期間，本集團電子產品製造服務業務之營業額為12,210,000美元，較上年同期之10,570,000

美元增加1,640,000美元或15.52%。銷售增加主要由於顧客訂單增加及Axiom獲得額外新客戶
所致。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本集團業務所需資金主要來自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及在一定程度上來自發行本公司普通
股之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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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為24,605,000美元，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則為19,81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經營活動
所用現金淨額為865,000美元。於同一期間，本集團之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5,023,000美
元，主要由於購置物業及設備所致。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融資活
動產生之現金淨額為9,091,000美元。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四日，本公司訂約發行總額為1.71億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利率為6%，及於
二零一二年到期。所得款項淨額用作營運資金儲備，以擴大本集團之石油和石墨生產。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本公司訂約發行總額為1億美元之可換股債券，利率為6%，及於二
零一五年到期。所得款項淨額擬用作資本儲備，以在中國擴大石墨礦儲量及石墨產能。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本集團認為其現金結餘及經營活動所得現金
足以應付未來十二個月之營運開支及資本支出。然而，本集團之持續經營及投資活動或會使本
集團尋找其他融資來源。在此情況下，本集團或會向機構投資者、銀行或從其他融資渠道尋求
融資，但無法保證本集團屆時可取得任何所需之額外融資。

資產負債表外之安排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負債表外之安排。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印尼、英國、中國及香港共僱用約575名全職僱員。本集
團相信其與僱員之關係良好。

本集團亦不時聘請獨立顧問及承包商提供各種專業服務。本集團對各僱員薪酬作出之決定乃基
於該名僱員之表現及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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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不明朗事件

概無任何涉及可能會對本公司持續經營業務能力構成極大懷疑之重大不明朗事件或狀況。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營運附屬公司所賺取之收入及產生之成本分別以美元、人民幣及英鎊為單位。於六
個月回顧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對沖活動。本集團將繼續監控本集團經營業績、財務狀況
及現金流量之外匯波動風險。

法律訴訟

本集團並無面臨任何尚未了結或面臨威脅之法律訴訟，而倘若本集團敗訴，將對本集團的業務
及營運造成重大負面影響。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除下文本公司企業管治報告內「主要股東」一節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公司或其任何聯繫人士之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券中擁有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
定須登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或按照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於整個回顧期間，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標準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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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在本公司普通股中持有之好倉如下：

姓名
所持有之普通股數目

持股概約百分比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周岭 – 640,000 0.29%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及行政總裁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規定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所載標準守則
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董事之合約權益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概無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所訂立，且對本公司業務屬重大之
任何合約中，擁有直接或間接重大權益。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足以令本公司董事可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
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得益。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
淡倉」一節所披露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外，概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或
債券中擁有須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淡倉或可供借
出之股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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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已決定不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整個會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述之所有守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經本公司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
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商討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
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賬目。

公佈業績

本中期報告，亦將於稍後分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http://www.hkex.com.hk)及
本公司之網站 (http://finance.thestandard.com.hk/chi/comp_reports.asp？code=00076)刊登。

代表董事會
周岭
主席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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