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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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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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90 43,164

銷售成本 (30,544) (24,477)

12,446 18,687

其他收入 799 1,421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收益淨值 (7,560) 15,843

一般及行政開支 (14,228) (13,505)

鑽探及經營開支 (3,815) (8,723)

其他稅項 – (325)

經營活動（虧損）溢利 4 (12,358) 13,398

融資成本 (16) (74)

除稅前（虧損）溢利 (12,374) 13,324

所得稅 5 – (152)

期內（虧損）溢利 (12,374) 13,172

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12,373) 13,009

 非控股權益 (1) 163

(12,374) 13,172

每股（虧損）盈利（美仙） 6

　－基本 (0.15)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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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虧損）溢利 (12,374) 13,172

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135 (8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2,239) 13,090

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12,201) 12,943

 非控股權益 (38) 147

(12,239) 1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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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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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資產 7 30,448 29,600
 預付租賃付款 5,424 5,624
 商譽 537 537
 可供出售投資 293 293
 遞延稅項資產 1,765 1,711
 應收貿易賬款長期部分 237,830 237,830

276,297 275,595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27,263 21,766
 以公平值計值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8 22,982 30,54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42,319 44,387
 存貨 17,635 20,01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9,052 10,419

119,251 127,13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9,252 11,06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14,392 16,508
 銀行透支 3,643 –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1,351 862
 融資租賃－當期部分 349 90
 稅項 15,699 15,710

44,686 44,234

流動資產淨值 74,565 82,9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0,862 35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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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 1,000 64
 撥備 3,105 3,105

4,105 3,169

資產淨值 346,757 355,32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 8,139
 股份溢價 – 478,568
 特別資本儲備 – 12,037

 股本及其他法定資本儲備 502,414 498,744

 重估儲備 3,899 3,779
 匯兌儲備 9,560 9,508
 累計虧損 (173,335) (160,962)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42,538 351,069

非控股權益 4,219 4,257

346,757 35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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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90) (56,611)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2,408) (1,165)

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流量 4,100 53,152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減少） 1,502 (4,624)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21,766 26,161

匯率影響 352 161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23,620 21,698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27,263 24,260

銀行透支 (3,643) (2,562)

23,620 2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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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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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8,139 478,568 12,037 9,508 3,779 (160,962) 351,069 4,257 355,32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52 120 (12,373) (12,201) (38) (12,239)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
 轉撥至無面值制度 490,605 (478,568) (12,037) – – – – – –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3,670 – – – – – 3,670 – 3,67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520,414 – – 9,560 3,899 (173,335) 342,538 4,219 34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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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非控

股權益 權益總額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3,711 428,065 12,037 8,243 4,171 (201,778) 254,449 3,966 258,41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29 (195) 13,009 12,943 147 13,090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4,283 49,366 – – – – 53,649 – 53,649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7,994 477,431 12,037 8,372 3,976 (188,769) 321,041 4,113 32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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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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期賬目之會計政策與適用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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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相關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
等準則與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之財政年度之財務報表有關及有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報－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抵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資產減值可收回金額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衍生工具之更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於二零一一年修訂）

投資實體之整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而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適用之會計政策亦無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之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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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來自出售原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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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千美元列示）

石油 礦產銷售

承包
電子產品

製造 買賣證券 其他 總計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5,179 11,692 26,119 – – 42,990

分部業績 (1,183) (2,049) 1,761 (8,152) – (9,623)
未分類收入及開支 (2,735)

經營活動虧損 (12,358)
融資成本 – – (16) – – (16)
稅項 –

期內虧損 (12,374)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石油 礦產銷售

承包
電子產品

製造 買賣證券 其他 總計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0,337 8,394 24,433 – – 43,164

分部業績 (1,774) 238 1,766 15,320 – 15,550
未分類收入及開支 (2,152)

經營活動溢利 13,398
融資成本 – (61) (13) – – (74)
稅項 – (152) – – – (152)

期內溢利 1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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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活動（虧損）溢利

經營活動（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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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4 1,986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未變現虧損（收益） 7,560 (15,843)

5. 所得稅

由於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海外及中國附屬公司之稅項乃按有關國家現行適用稅率徵收。

6.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期內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12,373,000美元（二零一三年：溢利
13,009,000美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8,263,370,679股（二零一三年：7,238,836,985
股）計算。

7. 固定資產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入約2,425,000美元（二零一三年：790,000美元）
固定資產。

8. 以公平值計值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上市股份 482 543
於美國場外交易議價板買賣之股份 22,500 30,000

22,982 30,543

本集團因其於此等股本證券之投資而承受證券價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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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0－30日 6,813 35,217
31－60日 4,218 4,241
61－90日 3,693 4,211
90日以上 27,595 718

42,319 44,387

10.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0－30日 4,771 4,997
31－60日 1,637 3,102
61－90日 2,533 1,494
90日以上 311 1,471

9,252 11,064

11. 股息

董事決定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12. 可換股債券

於期內，本公司發行約3,846,000美元可換股債券。本公司已向債券持有人支付創立人佣金
192,000美元。換股權已獲行使，以轉換3,846,000美元之可換股債券為300,000,000股本公司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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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法定：
 50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1美元之普通股 –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8,439,061,280股無面值之股份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139,061,280股
  每股面值0.001美元之普通股） 502,414 8,139

根據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起生效的新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法定股本」及「面值」的概
念不再存在。根據新香港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附錄11第37條載列之過渡條文，作為過渡
至無面值制度之一部分，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股份溢價賬及資本贖回儲備之進賬金額已成為公
司股本之一部分。概無對已發行股份數目或任何股東之相對權利造成影響。

期內，透過行使總代價約為3,846,000美元之可換股債券發行300,000,000股普通股。

14. 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在財務報表中未撥備之未履行承擔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已訂約但未就下列事項撥備之資本承擔：
 －收購固定資產 86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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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下表列出以公平值初步確認後計量之金融工具分析，乃按公平值可觀察的程度分為一至三級：

‧ 第一級公平值計量乃於活躍市場就相同資產或負債的報價（未經調整）得出；

‧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乃指第一級報價以外，可就資產或負債直接（即價格）或間接（自價格衍
生）觀察的輸入數據得出；及

‧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乃以包括並非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之輸入數據（無法觀察
輸入數據）之估值技術得出。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以公平值計值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22,982 – – –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以公平值計值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30,543 – – 30,543

16. 關連人士交易

(1) 於期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立以下交易：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向非控股權益之銷售 3,379 998

(2) 於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1,321 986

17. 批准中期賬目

本公司董事會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批准中期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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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對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之討論及分析

（於本回顧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所有「美元」均指美利堅合眾國之法定貨幣。）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42,990,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之
43,164,000美元稍微下跌174,000,000美元或0.40%。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12,373,000美
元，即每股0.15美仙，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溢利淨額13,009,000美元，即每股盈利0.18美
仙。財務狀況表方面，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總值為395,548,000美元，而於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402,729,000美元，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
值為346,757,000美元，而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355,326,000美元。

業務及財務回顧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於印尼從事原油開發及生產、於中國從事礦產開發及生產以及於英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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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蘿北南海石墨有限公司、Liaoning Sinorth Resources Co., Limited

及擁有大部份權益之蘿北縣鑫隆源石墨製品有限公司於全世界（主要於中國）生產及銷售石墨產
品。

本公司透過其於英國擁有大部份權益之附屬公司Axiom Manufacturing Services Ltd.（「Axiom」）
向以下工業市場界別之公司提供電子產品製造服務：

‧ 醫療
‧ 國防
‧ 運輸
‧ 航天
‧ 保安
‧ 海事
‧ 石油及天然氣；及
‧ 其他工業市場

一般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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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om絕大部分客戶均位於英國及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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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本公司按固定價格每公噸7.90美元，出售合共33,450,000公噸石墨礦
存貨。買方將在十年內分期支付石墨礦款項。自二零一四年開始，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前支付的年度款項將不少於26,425,500美元，直至悉數支付全部購買價為止。倘買方違反該
協議，本公司有權取回該批石墨礦，並向買方追討所引致的損害賠償。在悉數支付全部購買價
前，買方將無權取回10,000,000港元之按金。

本公司目前正透過其附屬公司Cityhill Limited積極開發及改善可上網之多功能家居電子產品，
其功能包括醫療診斷、娛樂、觀賞電視節目及瀏覽網頁，稱為《小意思》盒子（「該設備」）。若
干潛在客戶已表達其購買意願。本公司正加快其研發及製造過程。由於Cityhill Limited自身並
無工程及市場推廣團隊，有關項目主要是透過外包進行。本公司計劃於年底前完成該設備的樣
品。在相同條件下，將給予本公司於英國的附屬公司Axiom優先權以大量生產該設備。與此同
時，本公司亦計劃讓本公司另一間全資附屬公司Union Arts Limited生產電視購物片段，以作為
該設備的銷售推廣工具。

經營業績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42,990,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之
43,164,000美元稍微下跌174,000,000美元或0.40%。具體而言，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本集團原油業務之營業額為5,179,000美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10,337,000美
元，減少49.9%。事實上，我們的石油生產相對穩定。石油銷售有所波動，其原因為在生產石
油後，需要將其儲存於油箱內以達致某數量，再由遠洋油輪船隊定期提取以作銷售。提取石油
的時機或任何影響運油的因素將導致石油銷售有所波動。

與去年相比，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石墨業務錄得收入11,692,000美
元，或增加39.29%，而去年同期則為8,394,000美元。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本集團電子產品製造服務業務之營業額為26,119,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之24,433,000

美元增加1,686,000美元或6.90%。電子產品製造服務業務之收入增加乃主要歸因於銷售訂單
及新客戶增加，以及美元兌英鎊匯率上升。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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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發行本公司普通股及可換股債券
之所得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為23,620,000美元，而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1,776,000美元。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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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00美元。經比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
56,61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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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2,408,000

美元，主要由於購置物業及設備所致。經比較，二零一三年本集團之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165,000美元。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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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00美元，主要來自發行本公司可換股債券。經比較，二零一三年同期融資活動產生之
現金淨額為53,152,000美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九日，本公司之石墨礦石供應商（「認購人」）和本公司簽訂可換股債券認購
協議，認購人認購於二零一四年到期合共10,000,000港元零息可換股債券。債券的換股價為
0.069港元（較於緊接公告日期前連續十個交易日於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溢價約10.05%）。
根據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股東批准的一般授權，已發行及配發最多
144,927,536股新股。於扣除開支後，所得款項淨額9,500,000港元已用作購買認購人的石墨
礦。

RTM Financial Corp.於認購75,644,217美元的可換股債券後，已向本公司發出通知，知會其終
止於本公司的投資的決定，原因為股份的交易價長期處於低水平，使轉換不可行。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四日，本公司與一名投資者訂立認購協議，該名投資者認購二零一八年到
期1,660,000港元的零息可換股債券。債券的換股價定價為每股合併股份（經10:1股份合併，
請見下文「股份合併建議」）0.83港元。然而，倘自股份合併生效當日起計連續五個交易日內，
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所報的平均收市價（「可能換股價」）高於或低於0.83港元的10%（包括
10%），則以可能換股價為準，否則將以0.83港元作為換股價。

發行可換股債券的原因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Axiom Manufacturing Services Limited 

（「Axiom」）將大量生產《小意思》盒子。扣除相關費用及開支後，淨收益約為1,577,000,000港
元，所得淨收益80%將用作《小意思》的生產、銷售營運開支，其餘作本公司營運資金。

本集團認為其現金結餘及經營活動所得現金，以及發行本公司可換股債券所得的現金足以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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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尋找其他融資來源。在此情況下，本集團或會透過私人配售（不論是股票發行或附息借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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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無法籌得資金，本集團的增長能
力將受重大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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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外之安排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負債表外之安排。

股份合併建議

根據上市規則第13.64條，倘使上市發行人證券之市價接近0.01港元或9,995港元之極端水
平，聯交所保留權利可要求發行人更改交易方法或對其證券進行合併或分拆。鑒於本公司股份
之成交價已超過一年錄得0.10港元以下，而低成交價也不利任何本公司之集資活動，於二零一
四年八月十四日，本公司建議進行股份合併，以每十股現有股份合併為一股合併股份（「合併股
份」）。股份合併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i)本公司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普通決
議案以批准股份合併；及 (ii)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將予發行之合併股份上市及買賣。預期股份
合併將會令合併股份之交易價作相應向上調整。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印尼、英國、中國及香港僱用約785名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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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風險

本公司的原油業務及石墨礦業務存在若干集中風險。根據本公司與印尼政府簽訂的協議，政府
組織 SKKMIGAS已獲印尼政府委任為本公司石油的唯一買方，即本公司的石油產品只有一名客
戶。應收貿易賬款的收取及信貸條款由印尼政府釐定。

就石墨業務而言，石墨產品的買方一般為30至40名，對買方的依賴不高，而交易主要以現金
結清。但於二零一三年，所有現有礦石均向一名買方出售。因此，對買方有高程度依賴。就石
墨行業而言，石墨產品的客戶集中風險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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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進一步建立新客戶以減低集中風險。但出售石墨礦的集中風險仍然較高。根據政府政
策及行政管理而進行勘探及銷售分配，並無即時可減低風險的解決方案。然而，本公司積極與
政府溝通，參與制定當地政策，並建立與其他採礦業者合作的機會並加強客戶發展。這些為本
公司盡量減低風險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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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有進行任何對沖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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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已決定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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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對本集團的業
務及營運造成重大負面影響。

額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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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之所有守則條文，惟下文兩項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委任，惟可
重選連任。本公司所有在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無指定任期。這與守則之守則條文A.4.1條規定
構成差異。然而，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規定，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最少每三年退任一次，
並可重選連任，此乃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符合管治常規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項下所規定相同
標準之恰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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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韓志軍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韓先生須於下屆股東大會
退任及重選連任。

守則條文第A.6.7條︰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

陸人杰先生、Chai Woon Chew先生及吳麗寶先生（全為非執行董事）因其他公務無法出席本公
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均確認，全體董
事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整個期間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之任何證券。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其任何聯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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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登記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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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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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董事之合約權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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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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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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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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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更改董事資料

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關新民先生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七日因病於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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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刊發業績

本報告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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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outhseapetro.com.hk)刊登。

代表董事會

董事總經理
Feng Zhong Yun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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