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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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7）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凱富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
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80,698 99,407
貨物銷售成本及直接成本 (35,317) (90,665)

 

 

毛利 45,381 8,742

其他收入 1,955 996

其他收益或虧損 4 5,153 (475)

行政費用 (27,468) (28,371)
 

 

經營溢利╱（虧損） 25,021 (19,108)

財務費用 6 (2,492) (1,803)
 

 

除稅前溢利╱（虧損） 7 22,529 (20,911)

稅項 8 (3,744) 360
 

 

期內溢利╱（虧損） 18,785 (20,551)  

其他全面支出，包括重新分類調整
 及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893 (3,622)
  出售附屬公司時解除外幣換算儲備 (32,437) –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31,544) (3,622)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12,759) (2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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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8,012 (20,113)
 非控股權益 773 (438)

  

18,785 (20,551)
  

應佔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932) (23,735)
 非控股權益 1,173 (438)

  

(12,759) (24,173)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10 1.14港仙 (1.33)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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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40,540 8,528
無形資產 56,017 8,609
土地租金 7,600 –
勘探及估計資產 5,482 5,482
商譽 11 25,950 25,950
收購土地使用權支付之訂金 11 137,456 137,456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支付之訂金 – 34,134
法定按金 5,966 4,125
應收貸款 – 288  

279,011 224,572  

流動資產
存貨 1,707 –
應收賬款 12 169,981 108,410
應收貸款 1,088 2,445
土地租金 189 –
其他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 131,780 76,741
已抵押定期存款（一般賬戶） 13 5,210 5,204
銀行結存（信託及獨立賬戶） 126,088 88,636
銀行結存（一般賬戶）及現金 114,784 78,015  

550,827 359,45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4 153,292 109,908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3,670 19,416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26,220 86,969

 

 

293,182 216,293
 

 

流動資產淨值 257,645 143,15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36,656 367,73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279 2,582

 

 

資產淨值 521,377 36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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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159,428 154,345
儲備 219,461 165,94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78,889 320,285
非控股權益 142,488 44,863

  

權益總額 521,377 36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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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天然
資源貿易、石化產品生產、石油及天然氣勘探及生產、礦物開採及提供金融服務。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內
適用之披露規定，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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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應用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
表所遵循者貫徹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詮釋及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詮釋及修訂，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
報金額及╱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概無重大影響。

3. 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礦物產品銷售 56,902 –

天然資源及石化產品銷售 – 88,350

佣金及經紀收入 16,465 6,607

金融業務產生之利息收入 4,670 3,139

諮詢顧問費 2,661 1,311
  

80,698 9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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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或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應收款項撇銷 (11,348) –

呆壞賬撥備 (293) (390)

匯兌虧損淨額 (194) (85)

議價購買收益 30,496 –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5,888) –

溢利保證之公平值虧損 (7,620) –
  

5,153 (475)
  

5. 分類資料

下列為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按可呈報分類列報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貿易業務
採礦、

油氣業務 金融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分類收益 – 56,902 23,796 80,698

    

業績
分類溢利 – 47,491 8,634 56,125

   

公司行政費用 (33,596)
 

除稅前溢利 2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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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貿易業務
採礦、

油氣業務 金融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分類收益 88,350 – 11,057 99,407

    

業績
分類溢利╱（虧損） 517 (1,513) (1,555) (2,551)

   

公司行政費用 (18,360)
 

除稅前虧損 (20,911)
 

分類溢利╱（虧損）指並無分配公司行政費用下，各分類之財務業績。這是向董事會呈報
資料之方式，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收益之地區資料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56,902 –

香港 23,796 99,407

海外 – –
  

80,698 99,407
  

6.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清償之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2,492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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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攤銷 1,202 1,202

折舊 644 34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5,448 16,18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計入員工成本） 397 306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27,526 86,909

錯誤交易虧損╱（收益） 3 (8)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計入其他收入） (284) (198)

有關辦公室之經營租約 4,000 4,519
  

8. 稅項

由於本集團內之公司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或該等應課稅溢利已被承前估計
虧損全數抵銷，故並無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內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9. 股息

於本期間並無支付、宣派或建議股息。董事會不建議支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10.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18,012 (20,113)

  

股份加權平均數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81,793 1,517,195
  

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潛在普通股，故不呈列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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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商譽及收購土地使用權支付之訂金

商譽及收購土地使用權支付之訂金乃來自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收購北部灣玉柴能源
化工有限公司（「北部灣能源」）之65%股權。

商譽來自目標公司管理層之專業知識，以及預期本集團長遠發展廣西石化產品業務的更
穩健基礎及更佳經營環境所產生的協同效益。

收購土地使用權支付之訂金指北部灣能源就取得廣西欽州港欽州石化工業園總面積約
為2,100畝的土地使用權而支付之代價，其中1,873畝將用作生產，餘下面積則用作倉庫。

12. 應收賬款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採礦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49,650 –

天然資源及石化產品貿易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1,162 1,162

買賣證券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 現金客戶 40,547 33,189

減：呆賬撥備 (795) (502)

39,752 32,687

 —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 – 3,256

買賣期貨合約業務所產生之應收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
 （「期貨結算公司」）賬款 2,247 2,805

給予證券保證金客戶之貸款 76,886 67,911

減：呆賬撥備 (91) (91)

76,795 67,820

財務管理諮詢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375 680
  

169,981 108,410
  

天然資源及石化產品貿易產生之應收賬款的賬齡為90日內。

應收現金客戶、香港結算及期貨結算公司賬款之結算期限通常為交易日期後一至兩日。
除下文所述應收現金客戶賬款外，應收香港結算及期貨結算公司賬款之賬齡均為30日內。

給予證券保證金客戶之貸款須應要求償還，並按永亨銀行有限公司所報香港最優惠利率
加3%（相等於年利率8.25%）（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永亨銀行有限公司所報香港最
優惠利率加3%，相等於8.25%）計息。董事認為，由於賬齡分析並無意義，因此並無披露賬
齡分析。貸款以公平值約299,19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5,070,000港元）
之已抵押流通證券作擔保。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結餘之抵押品百分比介乎
102%至3,582%（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1%至5,263%）。本集團獲准於客戶拖欠本
集團所要求款項時賣出或再抵押流通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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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續）

本集團並無向財務管理諮詢業務客戶提供任何信貸期。來自財務管理諮詢業務客戶之應
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 330
超過90日 375 350

  

375 680
  

採礦業務及現金客戶產生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82,176 31,303
91至180日 7,226 1,384

  

89,402 32,687
  

13. 已抵押定期存款

本集團將定期存款抵押予銀行，作為授予本集團一般銀行融資之擔保。已抵押定期存款
之年利率為0.225%（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25%），並將於有關銀行融資到期後解
除。

14. 應付賬款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買賣證券業務所產生之應付賬款：
 — 現金客戶 109,218 94,093
 — 香港結算 17,426 2,869
買賣期貨合約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 3,940 5,023
應付證券保證金客戶款項 9,287 7,923
採礦業務所產生之應付賬款 13,421 –

  

153,292 109,908
  

應付現金客戶及香港結算賬款之結算期限為交易日期後兩日，其賬齡為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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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賬款（續）

買賣期貨合約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乃為就於期貨結算公司買賣期貨合約自客戶
收取之保證金。未償還款項超出期貨結算公司所規定保證金之數額須應要求償還予客戶。
董事認為，由於賬齡分析並無意義，因此不予披露。

應付證券保證金客戶款項須應要求償還。董事認為，由於賬齡分析並無意義，因此不予
披露。

於進行受規管活動過程中代客戶收取並持有信託及獨立銀行結存而應付客戶或其他機
構的應付賬款為126,08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3,365,000港元）。然而，本
集團現時並無可執行權利將該等應付賬款以存款抵銷。

採礦業務產生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8,319 –
91至180日 5,102 –

  

13,421 –
  

15. 關連人士交易

與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

(a) 於本期間，本集團就證券買賣向兩位董事藍國慶先生及藍國倫先生之家庭成員收取
佣金收入及其他證券買賣收入12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79,000港元）。

(b) 於本期間，本集團就證券買賣向亞洲聯網科技有限公司（「亞洲聯網」）（一間於百慕達
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兩位董事藍國慶先生及藍國倫先生擁有其
控股權益）收取佣金收入及其他證券買賣收入5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7,200港元）。

(c)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來自董事藍國倫先生之未償還墊款為126,220,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6,969,000港元）。於本期間，本集團支付予該名董事之財
務費用為2,48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803,000港元）。

(d) 於本期間，本集團向一間公司（董事許智銘博士擁有實益權益）支付租金1,100,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1,080,000港元）。

於本期間，身為本公司董事之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3,559 6,240
離職後福利 39 47

  

3,598 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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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1,488,104 148,810

股份購回及註銷（附註 a） (23,252) (2,325)

行使購股權（附註b） 30,000 3,000

發行作為收購之代價（附註 c） 19,426 1,943

發行作為收購之代價（附註d） 29,174 2,917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543,452 154,345

股份購回及註銷（附註 e） (9,171) (917)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發行（附註 f） 30,000 3,000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六日發行（附註g） 30,000 3,00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594,281 159,428
  

附註：

(a) 年內，本公司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其本身股份，詳情如下：

購回月份

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
普通股數目

每股價格
已付總代價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四月 15,004,000 1.88 1.54 26,052

二零一四年五月 7,748,000 1.56 1.19 10,733

二零一四年七月 500,000 1.03 1.00 509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40,000 1.03 1.03 41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8,810,000 1.04 0.94 8,766

上述股份已於本期間內註銷（惟於十一月及十二月購回者除外）。

年內，本公司各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 於十一月及十二月購回之股份於二零一四年尚未註銷，其後已於二零一五年一
月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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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續）

附註：（續）

(b)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合共30,000,000份購股權按行使價每股1.38港元獲行使，就此發行
合共30,000,000股股份，總面值為3,000,000港元。

(c)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就收購北部灣能源之65%股權按
每股2.14港元之價格發行19,426,624股普通股。

(d)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就收購河北攀寶之55%股權按每
股1.17港元之價格發行29,174,365股普通股。

(e) 期內，本公司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其本身股份如下：

購回月份

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
普通股數目

每股價格
已付總代價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五年四月 322,000 1.02 1.02 328

二零一五年五月* 30,000 1.18 1.18 35

上述股份已於期內註銷（惟於二零一五年五月購回者除外）。

年內，本公司各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購回之股份尚未註銷。

(f)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已按每股1.2港元之價格發行30,000,000股
普通股。

(g)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已按每股1.23港元之價格發行30,000,000

股普通股。

17. 報告期間後事項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凱富集團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凱富集團
地產」）與Premier Chief Holdings Limited訂立協議（「該協議」），據此，凱富集團地產將購買New 

Praise International Limited（「目標公司」）全部股權，總代價為139,600,000港元（「收購事項」），
將以現金50,000,000港元及64,000,000股股份支付。目標公司主要從事物業投資業務及營運
一間位於馬達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的三星級酒店，該酒店設有68間客房。該項交易已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完成，當日收市價為每股1.4港元。有關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五年八月三日之公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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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總收益約為80,698,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99,407,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18,012,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虧損20,113,000港元）。溢利大幅增加乃主要由於：(i)完成收購河北攀
寶之55%股權所得議價購買收益之其他收益增加；(ii)金融業務表現有所改善，
特別是佣金及經紀費收入於回顧期內大幅增加；及 (iii)新收購附屬公司河北
攀寶之業務所產生額外收益及溢利所致。

財務回顧

收益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之 未 經 審 核 綜 合 收 益 約 為
80,7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99,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8.8%。於二零
一五年上半年，概無就天然資源及石化產品銷售錄得收益，主要由於中國經
濟放緩及對本集團主要產品（例如煤）之需求減弱所致。然而，礦物產品銷售產
生額外收益約56,900,000港元，礦物產品銷售為新收購附屬公司河北攀寶之業務，
而去年同期並無錄得有關收益。於回顧期內，佣金及經紀費收入亦大幅增加
9,9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六月：16,5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6,600,000港
元），原因為股市表現強勁及內地投資者於股市交投日益活躍。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佔本集團收益約34.0%（二零一四年：28.5%），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8,400,000港元輕微減少約3.2%至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27,500,000港元。行政開支輕微減少乃主要由於回顧期內員工成本、
辦公室租金以及進行收購事項產生之法律及專業費用有所減少。

其他收益及虧損

回 顧 期 內，本 集 團 錄 得 其 他 收 益 約5,200,000港 元（二 零 一 四 年：其 他 虧 損 約
480,000港元）。其他收益增加主要由於回顧期內完成收購河北攀寶之55%股權
而確認一次性議價購買收益約30,500,000港元。然而，有關收益部分為撇銷其
他應收款項11,300,000港元、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5,900,000港元及溢利保證之
公平值虧損7,600,000港元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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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及生產沸石業務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八日及三十一日，本集團訂立協議以收購河北攀寶沸石科
技有限公司（「河北攀寶」）之55%股權。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一日完成。

河北攀寶之主要業務為開採及生產沸石。沸石為生產輕質骨科材料、遠紅外
線材料、大型太陽能儲能材料、建築材料、催化材料及微納米材料之主要原
材料。河北攀寶已向張家口市國土資源局取得沸石開採許可證，年期自二零
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至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止，所涉及沸石礦位於中
國河北省張家口市赤城縣，總面積約為0.135平方公里，開採深度介乎1,450米
至1,300米。本 集 團 擬 重 組 河 北 攀 寶 之 資 本 資 金，令 其 資 本 增 加 人 民 幣
30,000,000元，其中人民幣15,000,000元擬用作擴建生產廠房及設施，餘下人民
幣15,000,000元擬用作一般營運資金。擴建完成後，礦場年產能可望達到或超
過300,000噸。

油氣及採礦業務

本集團全資擁有馬國2101油田勘探開採經營權及約定分成權益。馬國2101油
田位於馬達加斯加境內北部陸上，總面積為10,400平方公里。根據勘探開採和
油氣產品生產分成合約及視乎馬國2101油田之液化石油產量，本集團將按約
定分成權益所載分成比例（介乎40%至72.5%）分享扣除政府徵稅及鑽取石油成
本後之餘下石油溢利。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本集團出售於埃及West Esh El Mallaha（「WEEM」）地區相關
油氣特許經營協議中擁有權益之高信能源有限公司。由於埃及局勢持續動盪，
本集團決定撤出該國，董事認為是項出售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

本集團於肯尼亞第253號礦場相關第253號許可證及肯尼亞第341號礦場相關第
341號許可證項下所授出權利中擁有65%權益。肯尼亞第253號礦場佔地約1,056
平方公里，位於肯尼亞東部省庫裡亞地區 (Kitui District Eastern Province)，而肯尼
亞第341號礦場佔地約417平方公里，位於肯尼亞Nandi County。根據第253號許
可證及肯尼亞採礦法令相關條文，本集團獲授權於肯尼亞第253號礦場勘探及
開採工業礦物（包括但不限於銅）。本集團亦獲授第341號許可證，可於肯尼亞
第341號礦場勘探黃金、鐵礦及非貴重礦物。第253號許可證及第341號許可證
已於年內重續，最新屆滿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四日及二零一六年一
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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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務

本集團金融業務之收益來自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業務、包銷佣金、財務管
理諮詢服務業務以及證券孖展貸款組合之利息收入。

金融業務收益大幅增加，乃主要由於佣金及經紀收入增加所致，其主要原因
為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內股市表現相對強勁，原因為回顧期內更多中國內地投
資者開始套現，並於股市物色相宜交易。因此，佣金及經紀費收入由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600,000港元大幅增加149%至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6,500,000港元。。

展望

長遠而言，中國經濟轉型正處於起步階段。本公司對未來前景抱持審慎樂觀
態度，預期內需將再次回升，而本公司將積極作出回應。現時，本公司集中於
發展新收購項目。憑藉此等項目的潛力及管理層豐富經驗，我們相信將可把
握內需回升所帶來對天然資源及石化產品的龐大商機，以為股東締造價值。

企業管治

本公司明白遵守相關法規和監管規定，以及維持良好企業管治標準對本公司
之營運成效及效率極為重要。因此，本公司已採取及執行各項相關措施，確
保符合相關法規和監管規定，以及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整段會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偏離守則條文A.4.2.除外，其規定每
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然而，根據本
公司之公司細則，本公司之主席或董事總經理均毋須輪值退任，於釐定董事
退任人數時亦毋須計算在內。由於持續性是成功執行任何長遠業務計劃之主
要因素，董事會相信，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職務，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貫
徹一致之領導，在策劃及落實長期商業策略方面更有效率，故現有之安排對
於本公司以至股東之整體利益最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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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股東資金約為521,377,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5,148,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257,645,000港
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158,000港元），包括流動資產550,827,000港
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9,451,000港元）及流動負債293,182,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6,293,000港元），流動比率約為1.88（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66）。

本集團資本支出、日常營運及投資資金主要來自營運產生的現金、金融機構
以及股本融資。期內，本集團獲得短期銀行借貸，主要用作客戶申請首次公
開招股的保證金以及日常營運及投資所需資金。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不包括一般賬戶的已抵押定期存款）為114,784,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8,015,000港元）。

匯率風險

本集團以外幣進行若干業務交易，導致本集團須面對主要來自港元及美元兌
人民幣之匯率波動風險。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合約對沖其外匯風險。管
理層密切監察匯率走勢以管理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授予附屬公司的證券保證金融資額度向銀行提供擔保。於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附屬公司並無動用有關額度作日常營運（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多間銀行提供的銀行融資。本集團的
銀行融資以本集團銀行存款及本公司作為擔保。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附屬公司獲授的銀行融資抵押銀行存款
約5,21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204,000港元）。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的總數為1,594,280,601股每股
面值0.10港元的股份（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14,788,000股每股面值0.10
港元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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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配售

根據朱永文先生（「認購人」）與本公司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二月六日之認
購協議，認購人按每股1.23港元之價格，認購3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
本公司新股份。發行價每股1.23港元較 (i)股份於最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收
市價每股1.22港元有溢價約0.82%；(ii)股份於緊接最後交易日（包括該日）前最
後五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每股 1.288港元折讓約4.50%；(iii)股份於緊接最後
交易日（包括該日）前最後十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每股1.276港元折讓約3.61%；
及 (iv)資產淨值每股約0.20港元有溢價約507.63%。認購股份將根據於二零一四
年六月二十日所舉行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發行。所有
已發行股份於各方面與其他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有關認購事項之詳情
於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二月六日之公佈內披露。

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總額將為36,900,000港元或等值的人民幣，而認購事項之
所得款項淨額（扣除相關開支約200,000港元後）估計約為36,700,000港元，擬用
作一般營運資金。

根據楊舟女士（「認購人」）與本公司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二月九日之認購
協議，認購人按每股1.2港元之價格，認購3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本公
司新股份。發行價每股1.2港元較 (i)股份於最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
股1.2港元並無溢價或折讓；(ii)股份於緊接最後交易日（包括該日）前最後五個
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每股1.246港元折讓約3.69%；(iii)股份於緊接最後交易日（包
括該日）前最後十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每股1.292港元折讓約7.12%；及 (iv)資
產淨值每股約0.20港元（按本公司擁有人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應佔綜合資
產淨值約310,645,000港元及於認購協議日期之已發行股份總數1,534,602,601股
計算）有溢價約492.81%。認購股份將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所舉行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發行。所有已發行股份於各方面與
其他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有關認購事項之詳情於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二
月九日之公佈內披露。

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總額將為36,000,000港元，而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扣
除相關開支約200,000港元後）估計約為35,800,000港元，擬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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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購股權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Hoifu Mineral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與李榮佳先生訂立收購協議，以收購振華有限公司之60%股權，代價包
括現金付款1港元及賦予持有人權利可按初步行使價每股購股權股份1.38港
元認購最多本公司30,000,000股購股權股份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四日，李榮佳先生提交行使購股權函件，當中列明彼同
意悉數行使本公司所發行之30,000,000份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購股權股份1.38
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發行之新股份總數為30,000,000股，所得款項
總額為41,400,000港元。所有已發行股份在各方面均與其他已發行股份享有同
等地位。

下表概述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購股權之變動。

購股權計劃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年內授出 年內行使
年內失效
之購股權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港元

合資格參與者
 李榮佳先生 二零一三年

八月二十六日
30,000,000 – (30,000,000) – –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六日

1.38

     

30,000,000 – (30,000,000) – –
     

購股權計劃

與計劃有關之購股權開支價值約為4,74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零港元），已於
綜合損益表內扣除。已授出購股權之公平值乃根據以下假設按柏力克 — 舒爾
斯期權模式釐定：

二零一三年
八月二十六日

每份購股權價值 0.1581
於授出日期每股價格 1.25元
每股行使價 1.38元
無風險年利率 2.48%
歷史波幅 58.30%
購股權年期 0.5年
歸屬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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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波幅計量相關資產於過往某個期間之波幅（「以往波幅」）。已假設以往波
幅可用以直接推斷日後波幅。

計量公平值時並無計及所授出購股權之其他特性。

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六日屆滿，於報告期末，本公司並無該計劃
項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截至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為止，30,000,000份購股權已根據計劃獲行使。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114名員工（二零一四年：105名），其
中49名（二零一四年：28名）為佣金制，相關員工成本總額為15,448,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16,187,000港元）。本集團的長期成就主要取決於將公司核心價值與
員工基本利益全面結合。為吸引及挽留優秀員工，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
酬組合及其他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醫療計劃及花紅。未來銷售的員工
成本將更直接與營業額及利潤掛鈎。本集團維持靈活的間接開支，以支援基
本業務及業務的積極擴展，讓本集團可因應商業環境轉變而靈活作出回應。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支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一四年：無）。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於市場上購回352,000股股份，
股價介乎1.02港元至1.18港元，總代價為363,840港元。有關購回本公司股份詳
情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e)披露。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之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已完全遵從標準守則及守則所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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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偉明
先生、關宏偉先生及伍志堅先生。審計委員會之主要職責，乃聯同管理層及
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一起審閱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和慣例，以及討論內部監
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成員為三位董事，包括徐世和先生、陳
偉明先生及伍志堅先生。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制定執行董事薪酬政策、
評估執行董事的表現及批准執行董事服務合約條款；對本公司有關董事及高
級管理人員的全體薪酬政策及架構，及就設立正規而具透明度的程序以制訂
薪酬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委員會亦需要就董事的總薪酬及╱或利益，不
時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之成員為三位董事，包括許智銘博士、陳
偉明先生及伍志堅先生。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
數及組成及就董事會之建議變動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協助公司整體策略、
物色具備合適資格可擔任董事的人士，並挑選提名有關人士為新增董事或於
需要時填補董事會中的空缺。

刊登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於本公司網站 (www.hoifuenergy.com)集團資訊的「集團公告」及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最新上市公司公告」一欄
刊登。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可
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凱富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許智銘博士G.B.S., J.P.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榮譽主席兼高級顧問為鳩山由紀夫博士；董事會包
括五名執行董事許智銘博士G.B.S., J.P.、尼爾 •布什先生、徐世和博士、藍國慶
先生及藍國倫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偉明先生、關宏偉先生及伍
志堅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