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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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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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
表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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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30 34,752

銷售成本 (22,517) (25,999)

7,413 8,753

其他收入 644 174

一般及行政開支 (7,331) (14,556)

鑽探及經營開支 (1,228) (782)

經營活動虧損 4 (502) (6,411)

融資成本 (39) (12)

除稅前虧損 (541) (6,423)

所得稅 5 – (209)

期內虧損 (541) (6,632)

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551) (6,420)

 非控股權益 10 (212)

(541) (6,632)

每股虧損（美仙） 6
 －基本 (0.02)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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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虧損 (541) (6,632)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815 (1,809)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274 (8,441)

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224 (8,183)

 非控股權益 50 (258)

274 (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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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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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53 21,491

 預付租賃付款 4,635 4,563

 無形資產 3,991 3,065

 可供出售投資 293 6,293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遞延稅項資產 1,370 1,238

31,242 36,650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9,986 14,117

 以公平值計值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8 4,982 4,944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13,728 13,799

 存貨 338,450 340,09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51,770 72,221

418,916 445,17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58,867 99,06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12 15,749 17,578

 融資租賃－當期部分 202 192

 稅項 15,500 15,676

90,318 132,510

流動資產淨值 328,598 312,66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9,840 34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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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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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223

 撥備 3,105 3,105

3,240 3,328

資產淨值 356,600 345,98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573,063 562,721

 重估儲備 4,131 3,909

 匯兌儲備 1,324 771

 累計虧損 (223,735) (223,184)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54,783 344,217

非控股權益 1,817 1,767

356,600 34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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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9,131) (14,560)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4,820 (1,242)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10,264 13,476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 (4,047) (2,326)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4,117 20,097

外匯匯率影響 (84) (165)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9,986 17,606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9,986 19,948

銀行透支 – (2,342)

9,986 1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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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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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兌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562,721 771 3,909 (223,184) 344,217 1,767 345,98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553 222 (551) 224 50 274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10,342 – – – 10,342 – 10,34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573,063 1,324 4,131 (223,735) 354,783 1,817 356,600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股本 匯兌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537,004 5,222 4,354 (191,653) 354,927 2,253 357,18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1,295) (468) (6,420) (8,183) (258) (8,441)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13,653 – – – 3,653 – 13,65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550,657 3,927 3,886 (198,073) 360,397 1,995 36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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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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須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資料時作出對政策應用，以及以截
至結算日的方法列報的資產、負債、收入和支出的報告數額構成影響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
果可能有別於估計數額。

適用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該等中期賬目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若干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集團當前會計
期間起首次生效。該等修訂對本集團於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編製或呈列的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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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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礦產品及租賃生產資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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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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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開發
及銷售

生產資產
租賃 其他 總計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563 6,148 21,319 – – 787 113 29,930

分部業績 (537) 638 1,386 43 (622) (168) – 740
未分類收入及開支 (1,242)

經營活動虧損 (502)
融資成本 – (26) (12) – – – – (39)
稅項 – – – – – – – –

期內虧損 (541)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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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開發
及銷售

生產資產
租賃 總計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307 6,042 25,745 – – 1,658 34,752

分部業績 (2,533) (595) 1,166 (75) 3,795 825 (5,007)
未分類收入及開支 (1,404)

經營活動虧損 (6,411)
融資成本 – – (12) – – – (12)
稅項 – (209) – – – – (209)

期內虧損 (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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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活動虧損

經營活動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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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 1,564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未變現（收益）虧損 (38) 80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406 –
存貨減值撥備 217 –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之減值撥備 5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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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承前稅項虧損，故並無作出利得稅撥備。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551,000美元（二零一六年：6,420,000美元）及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647,930,735股（二零一六年：1,945,947,759股）計算。

7. 固定資產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入約3,918,000美元（二零一六年：1,151,000美
元）固定資產及出售賬面淨值約3,600,000美元固定資產。

8. 以公平值計值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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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444
於美國場外交易市場買賣之股份 4,500 4,500

4,982 4,944

本集團因其於此等股本證券之投資而承受股價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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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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0－30日 6,463 5,156
31－60日 3,509 4,727
61－90日 2,207 2,126
90日以上 1,549 1,790

13,728 13,799

10.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票據 5,176 –
購買按金 8,180 34,216
電影製作開支 29,394 28,961
其他按金及預付款項 5,278 3,436
其他應收賬款 2,813 4,701
應收非控股權益款項 929 907

51,770 7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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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0－30日 4,154 1,804
31－60日 3,131 3,081
61－90日 1,499 93,101
90日以上 50,083 1,078

58,867 99,064

1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應付賬款 986 562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511 526
應計及遞延收入 3,502 5,491
已收按金 6,275 6,304
其他應付稅項 4,475 4,695

15,749 17,578

13. 股息

董事決定不宣派任何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14. 可換股債券

期內，本公司發行約10,887,000美元可換股債券。本公司已向或應向債券持有人支付中間人佣金
544,000美元。換股權已獲行使，以轉換10,887,000美元之可換股債券為679,360,000股本公司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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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已發行及繳足：
 3,841,989,078股普通股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62,629,078股普通股） 573,063 562,721

期內，透過行使總代價約為10,887,000美元之可換股債券發行679,360,000股普通股。

16. 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財務報表中未撥備之未履行經營租賃承擔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a) 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應收 
 之日後最低租賃付款總額

(i) 於下列期間到期之土地及樓宇、廠房及 
 機器
一年內 1,251 2,298
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964 8,261

5,215 10,559

(b) 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應付之日後最低 
 租賃付款總額

(i) 於下列期間到期之土地及樓宇：
一年內 59 154
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36

59 190

(ii) 於下列期間到期之其他固定資產：
一年內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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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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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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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無法觀察
輸入數據）之估值技術得出。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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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2 － － 4,982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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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4 － － 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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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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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已收及應收非控股權益之租金收入 787 1,658
向非控股權益之銷售 – 221

(2) 於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成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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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577

19.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與本年度的呈列保持一致。

20. 批准中期賬目

本公司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批准中期賬目。



16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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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29,930,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之
34,752,000美元下降4,822,000美元或13.88%。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551,000美元，即每股
0.02美仙，而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為虧損淨額6,420,000美元，即每股0.33美仙。財務狀況表方
面，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總值為450,158,000美元，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則為481,822,000美元，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為356,600,000

美元，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345,984,000美元。

業務回顧

本集團的業務包括 (i)於印尼從事原油開發及生產、(ii)於全世界從事礦產（主要為石墨）生產及
買賣、(iii)於英國提供電子產品製造服務，及 (iv)發展多媒體及電影製作。

根據二零零零年五月本集團與印尼政府轄下石油部 (BPMIGAS)訂立之二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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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續約的機會不高。本公司生產的原油全部由印尼政府
包銷，而非由本公司自行銷售。由於油價低迷及與印尼政府的生產合約即將到期，故本公司對
原油業務前景並不樂觀。因此，本公司近年來一直積極另尋新的收入來源。

本公司已透過其附屬公司從事石墨行業逾10年。本公司於全球從事生產及買賣石墨產品之業
務。石墨產品的客戶有中國的鋼鐵公司、鋰離子電池公司及耐火材料公司，世界最大的前幾名
耐火材料公司也是本公司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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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從事電子產品製造及設計服務逾15年。本公司透過其於英國之全資附屬公司Axiom 

Manufacturing Services Ltd.（「Axiom」）向以下工業市場界別之客戶提供外包電子產品製造服
務：

• 醫療
• 國防
• 運輸
• 航天
• 保安
• 海事
• 石油及天然氣，及
• 其他工業界別

一般情況下，Axiom提供之外包電子產品製造及設計服務均冠以客戶之品牌。Axiom之絕大部
分製造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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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認為，本公司的原油及電子產品製造業務目前的發展潛力有限。來自原油業務的收入因
油價低迷而削弱，並將於二零一九年生產分享合同屆滿時全面終止。儘管已盡努力，電子產品
製造服務的潛力因英國脫歐而有所限制，再加上英鎊匯率下跌且勞動成本可能增加。因此，本
公司已考慮並積極尋求新業務收入來源。

本公司已從事石墨行業多年。自從Andre Geim與Konstantin Novoselov就發現石墨烯的特殊特
性而獲得二零一零年的諾貝爾獎後，石墨作為戰略材料的需求大幅上升。包括石墨與稀土元素
的14種材料被視為關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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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被廣泛用於航天、鋼鐵、汽車、電動車、電池及潤滑劑行業。由於石墨為不可再生礦物
質，石墨礦產量有限且日益削減。因此，本公司計劃專注於將石墨業務作為溢利增長的推動
力，一方面，石墨業務具有強大發展潛力，而另一方面，本公司已累積多年經驗並已培養顧客
關係。為此，本公司於去年已掌握機會，購買大量半完成混合等級石墨作為存貨。所購買的半
完成混合等級石墨可再出售或進一步加工而獲得大幅溢利增長。由於石墨將成為本公司的盈利
業務，故本公司決定利用其來自收回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手頭現金及分配資金予發展及溢利
增長的關鍵項目。本公司相信購買半完成混合等級石墨將會增值，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

除經營傳統業務外，自二零一五年起，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麒麟藝術有限公司（「麒麟藝
術」）開始發展文化行業業務及多媒體產品，包括製作電影、電視節目及網上節目。麒麟藝術已
開始著手製作一部題為「天馬」的電影。

本公司與其合作夥伴 Sinocreative Limited（其承諾就文化項目向本公司投資1,000,000,000港
元）將就電影的後期製作、發行及推廣進行密切合作，該電影計劃於二零一八年初於全球（包括
中國大陸）發行及公映，本公司與 Sinocreative Limited亦合作製作「天馬」系列電影，並合力經
營其他文化媒體業務。



19 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二零一七年

出售若干附屬公司的固定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本公司訂立合約以現金人民幣50,000,000元出售若干固定資產。出售的固
定資產包括本公司兩家附屬公司之全部固定資產，即全資擁有之蘿北南海石墨有限公司（「南海
石墨」）及擁有51%權益之蘿北縣鑫隆源石墨製品有限公司（「鑫隆源」）。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
十一日的未經審核賬目所示之本集團應佔固定資產賬面總值約為6,746,809美元（約相當於人
民幣45,974,051元）。由於出售事項，本公司將變現除稅前收益約人民幣4,025,949元。

該出售事項的原因為，自從本公司成立了主營石墨業務的附屬公司後，對該業務的檢討顯示，
該等資產生產線的石墨礦石供應嚴重不足，生產大受影響，荒廢的生產線逐年減值。因此，本
公司應將石墨生產線設在馬達加斯加，該地區的石墨礦石供應量與品質皆優於中國蘿北地區。
出售事項使本公司能專注於產能較高的經營業務並善用其資源。

截至本報告日期，已收取出售蘿北南海石墨有限公司固定資產的交易所得款項人民幣
50,000,000元。蘿北南海石墨有限公司資產已完成轉讓，而蘿北縣鑫隆源的資產轉讓將以買方
要求之股本權益轉讓方式完成，本公司因此獲得額外收益人民幣390,000元。文書工作及具體
程序現正根據中國法律及稅務規定進行中，並將於近期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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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生產線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起涉足石墨業務，自彼時起多家附屬公司便從事石墨業務。為簡化營運及
提升管理效率，本公司未成立新公司，而是於近期重組石墨業務線，將所有石墨相關資產及員
工重組至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之下。

經營業績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29,930,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之
34,752,000美元下跌4,822,000美元或13.88%。具體而言，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原油業務之營業額為1,563,000美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為1,307,000美元，
增加19%。石油收入增加主要是由於付運較多生產之原油。與去年相比，今年上半年由於油田
老化，石油產量減少約8%。

與去年相比，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石墨業務及設施錄得收入
6,148,000美元，或增加1.75%，而去年同期則為6,042,000美元。自二零一四年六月開始，
鑫隆源出租其全部生產資產，南海石墨亦於二零一五年跟進，本集團並相應每年收取合共人民
幣23,400,000元的租金收入。本集團出租石墨生產線主要是考量經濟效益，由於當地石墨礦石
供應不足而導致生產線產能過剩，故該租賃將為本集團帶來較穩定且具保障的淨收入。於二零
一七年六月，如上文所述，所有固定資產及設施皆已訂立合約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電子產品製造服務業務之營業額為21,319,000

美元，較去年同期之25,745,000美元下跌4,426,000美元或17.1%。電子產品製造服務業務之
收入下跌是由於銷售額及英鎊兌美元匯率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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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文化行業業務並無產生任何收入。所有電影項目
成本已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中錄入流動資產。有關電影項目成本將於公映後與電影戲劇發行
一併確認。

如上文所述，於報告期間，本公司訂立合約以現金人民幣50,000,000元出售若干固定資產，因
此本公司將變現除稅前收益約人民幣4,025,9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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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來自發行本公司可換股債券產生之現金流量。於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為9,986,000美元，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則為14,117,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所用之現金

淨額為19,131,000美元。經比較，二零一六年同期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14,560,000美元。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為4,820,000,000美
元，主要由於銷售物業及設備及可供出售投資所致。經比較，二零一六年本集團之投資活動所
用現金淨額為1,242,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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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4,000美元，主要來自發行本公司可換股債券。經比較，二零一六年同期融
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為13,476,000美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銀行透支及融資租賃總額除以權益總額
計算）為0.09%（二零一六年：0.8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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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本公司與一名投資者訂立認購協議，以認購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到期合共1,000,000,000港元的零息可換股債券。換股價為0.125港元。本公司有意將所得
款項淨額約950,000,000港元透過麒麟藝術用作發展文化及多媒體業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發行約10,887,000美元（84,920,000港元）之
債券，其已全部轉換為本公司679,360,000股普通股（二零一六年：分別為14,372,000美元及
896,800,000股）。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本集團認為其現金結餘以及經營及融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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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會使本集團需要尋找其他融資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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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存貨為338,450,000美元。存貨主要包括半完成混合等級
石墨。如上文於「業務回顧」一節所述，本公司計劃專注於石墨業務，以其為未來溢利增長之推
動力。本公司之半完成混合等級石墨存貨為使其業務成長茁壯之策略的其中一步。

無形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3,991,000美元的無形資產，包括透過收購附屬公司取
得的客戶合同公平值596,000美元、商譽708,000美元以及電影版權2,687,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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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 本公司並無任何銀行借貸或銀行融資承擔；

• 本公司並無任何來自任何關連人士之借貸；及

• 本公司並無任何銀行透支。

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即我們的已呈報財務報表之最後日期），我們的債務並無任何重大不
利變動。

資產負債表外之安排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負債表外之安排。

主要風險及不明朗事件

本公司的其中一項業務為根據與印尼政府訂立的二十年生產合約於印尼從事原油開發及生產。
除全球市場的原油價格低迷外，生產合約即將於二零一九年屆滿。並無保障是否將續約。因
此，本公司已積極行動尋求新業務收入來源。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印尼、英國、中國及香港僱用約406名僱員。本集團相信
其與僱員之關係良好。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政策乃由薪酬委員會根據僱員之功績、資歷及能力制定。本公司董事之薪酬
乃由薪酬委員會釐定。本公司並無實施任何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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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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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幣及英鎊計值。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對沖活動。本公司將繼續監控本
公司經營業績、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之外匯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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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幣及英鎊為單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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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已決定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法律訴訟

本集團並無知悉任何待決或面臨威脅之法律訴訟，而倘若本集團被判敗訴，可能對本集團的業
務及營運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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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報告期間後，概無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之後續事項。

於報告期結束後，因行使可換股債券而發行75,040,000股普通股，總代價為9,38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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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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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下文載列之偏離事項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偏
離該條文，乃因本公司前任主席關新民先生於二零一四年五月逝世，故由 Feng Zhong Yun先
生同時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董事會相信，目前的安排將為本公司提供強大而一貫的領
導，並促進本公司業務戰略之實施及執行。董事會仍會鑒於現行情況不時檢討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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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

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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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況偏離了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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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措施。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Feng Zhong Yun先生獲重選為執行董事；而吳麗寶先生及Chai Woon 

Chew先生各自獲重選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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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人杰先生及Chai Woon Chew先生（均為非執行董事）因其他公務無法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
年六月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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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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整個期間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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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證券。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以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規定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或須按照上市規則所載之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
任何權益或淡倉。

董事之合約權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立對本公
司業務屬重大之任何合約中擁有直接或間接重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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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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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之權益及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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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於本公
司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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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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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之執行董事包括 Feng Zhong Yun先生及張雪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
韓志軍先生、Chai Woon Chew先生、吳麗寶先生及陸人杰先生。

刊發業績

本中期報告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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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封面
	目錄
	簡明綜合損益表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財務報表附註
	管理層對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之討論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