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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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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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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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O GAS HOLDINGS GROUP LIMITED
中油潔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59）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業績摘要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液化石油氣銷售量減少約5.7%至約159.3千噸
（截 至2020年6月30日 止 六 個 月：約168.9千 噸）；液 化 天 然 氣 銷 售 量 減 少 約
11.1%至約8.0千噸（截至2020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約9.0千噸）；壓縮天然氣銷
售量增加約26.3%至約35.1百萬立方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27.8
百萬立方米）。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收益增加約20.6%至約人民幣761.5百萬元（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631.3百萬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毛利增加約5.1%至約人民幣49.2百萬元（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6.8百萬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內溢利減少約51.2%至約人民幣2.1百萬元（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3百萬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減少約29.8%至約人
民幣4.0百萬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7百萬元）。

財務報表

中油潔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綜合業績，連同2020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該等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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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以人民幣（「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 761,521 631,333
銷售成本 (712,369) (584,553)

  

毛利 2 49,152 46,780

其他收入 3 9,249 10,114
員工成本 4(b) (18,224) (19,153)
折舊 4(c) (11,195) (10,998)
經營租賃開支 4(c) (637) (59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減值虧損撥回 (282) 92
其他經營開支 4(d) (14,147) (14,510)

  

經營溢利 13,916 11,730
融資成本 4(a) (8,411) (3,471)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的虧損 (717) (1,091)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虧損 (68) –

  

除稅前溢利 4,720 7,168
所得稅 5 (2,661) (2,852)

  

期內溢利 2,059 4,316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4,034 5,742
非控股權益 (1,975) (1,426)

  

期內溢利 2,059 4,316
  

每股盈利（人民幣）
— 基本及攤薄 6 0.0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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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2,059 4,31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換算為本集團呈列貨幣的匯兌差額 (1,335) 2,66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24 6,976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699 8,402
非控股權益 (1,975) (1,42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24 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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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6月30日 — 未經審核（以人民幣列示）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204,996 214,635
於一間合營企業的權益 16,151 16,868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19,932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 16,350 3,350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70,000 70,000
遞延稅項資產 10,026 8,505

  

337,455 313,358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 – 50,960
存貨 4,535 3,231
貿易應收款項 8 144,374 117,94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9,741 67,120
可收回所得稅 6,453 4,834
於金融機構的定期存款 399,000 –
銀行及手頭現金 76,389 109,354

  

690,492 353,439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555,597 196,597
貿易應付款項 9 833 1,546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 51,508 42,834
租賃負債 6,978 7,30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負債 – 2,958

  

614,916 251,236
  

流動資產淨值 75,576 102,20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13,031 41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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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0,795 34,308
遞延稅項負債 1,734 1,765

  

32,529 36,073
  

資產淨值 380,502 379,48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92 1,892
儲備 350,826 348,127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352,718 350,019
非控股權益 27,784 29,469

  

權益總額 380,502 37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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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除另有註明者外，均以人民幣列示）

1 主要會計政策

(a)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同時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其獲授權於
2021年8月30日刊發。

本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2020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惟預期
將會於2021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的任何變動詳
情載於附註1(b)。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
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及資產與負債、收入及支出由期初至今
的列報金額。實際的結果與此等估計或有不同。

本中期財務報表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節選的附註解釋。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
團自2020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財務狀況變動及表現屬重大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整份財務報表所規定的全部資料。

(b)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以下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之修訂：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2021年6月30日後與Covid–19有關的租金寬減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
階段

該等變動概無對本中期財務報告期間編製或呈列的本期或過往期間本集團之業績
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並無應用任何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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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呈報

(a)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液化石油氣（「液化石油氣」）、壓縮天然氣（「壓縮天然氣」）及液化天然
氣（「液化天然氣」）的零售及批發。有關本集團主要活動的進一步詳情披露於附註
2(b)。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按主要產品或服務線分類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下的客戶合約收益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分類：
 — 液化石油氣 614,024 523,653

 — 壓縮天然氣 113,605 74,232

 — 液化天然氣 29,310 27,769

 — 其他 4,582 5,679
  

761,521 631,333
  

(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部門管理其業務。本集團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最高級行
政管理人員內部匯報資料的一致方式，已呈列以下兩個可呈報分部。概無經營分部
匯總形成以下可呈報分部。

• 零售：此分部主要通過經營加氣站向車用終端用戶、工業客戶及瓶裝液化石油
氣終端用戶銷售液化石油氣、壓縮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產生收益。

• 批發：此分部主要通過向燃氣批發商銷售液化石油氣、壓縮天然氣及液化天然
氣產生收益。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部間資源分配而言，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根據以下基準
監控各報告分部應佔業績：

可呈報分部的收益及開支是根據該等分部產生的收益及銷售成本分配的。用於報告
分部業績的計量為毛利。概無計量一個分部向另一分部提供的協助，包括分享資產
及技術知識。

本集團其他收入及開支（例如員工成本、折舊及攤銷、經營租賃費用及其他經營開支
以及資產及負債）並非按個別分部計量。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產及負債資料，亦無
有關資本開支、利息收入及利息開支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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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收益確認時間分類的來自客戶合約收益及有關截至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提供有關本集團
可呈報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零售 批發 總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於某個
 時間點確認之收益及
 可呈報分部收益 124,096 91,722 637,425 539,611 761,521 631,333

      

可呈報分部毛利 41,775 29,351 7,377 17,429 49,152 46,780
      

(c) 可呈報分部業績與除稅前綜合溢利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可呈報分部毛利 49,152 46,780
其他收入 9,249 10,114
員工成本 (18,224) (19,153)
折舊 (11,195) (10,998)
經營租賃費用 (637) (59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減值虧損撥回 (282) 92
其他經營開支 (14,147) (14,510)
融資成本 (8,411) (3,471)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的虧損 (717) (1,091)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虧損 (68) –

  

除稅前綜合溢利 4,720 7,168
  

3 其他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取得合營企業控制權的收益淨額 – 2,656
經營租賃租金收入 2,754 1,799
政府補助 – 4,130
利息收入 7,122 435
出售投資的虧損淨額 (1,449)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及負債的
 公平值變動 – 1,70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淨額 (1) 768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96 (1,730)
其他 227 352

  

9,249 10,114
  



– 9 –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a)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7,347 2,302
租賃負債利息 1,064 1,169

  

8,411 3,471
  

(b) 員工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7,119 17,577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105 1,576

  

18,224 19,153
  

(c) 其他項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費用
 —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7,445 6,634
 — 使用權資產 3,750 4,364
與短期租賃相關的經營租賃費用 637 595
存貨成本 712,369 584,553

  

(d) 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公用事業開支 2,834 2,670
專業服務費用 1,697 1,805
維修開支 1,370 2,292
除所得稅外的稅項 1,248 746
行政開支 804 1,212
接待開支 791 899
交通運輸費 623 768
其他 4,780 4,118

  

其他經營開支 14,147 1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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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期內撥備 4,762 2,701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性差異 (2,101) 151

  

2,661 2,852
  

附註：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法規，本公司及本集團的
英屬處女群島附屬公司毋須向該等司法權區繳納所得稅。

(ii) 截 至2021年6月30日 止 六 個 月，本 公 司 及 本 集 團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附 屬 公 司 須 按
16.5%（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6.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該等公司於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應課稅溢利（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零元）。

(iii)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除外）的附屬
公司須按25%（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按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
4,034,000元（截 至2020年6月30日 止 六 個 月：人 民 幣5,742,000元）及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216,000,000股（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16,000,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

7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使用權資產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使用權資產增加人民幣零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5.4百萬元）。

(b)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新增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約為人民幣2.3百萬
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1.1百萬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處置了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15,000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5百
萬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導致處置虧損約人民幣1,000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六個月：
處置收益約人民幣0.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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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以下人士的貿易應收款項：
 — 第三方 109,158 83,785

 — 關連方 37,344 36,001
  

146,502 119,786

減：虧損撥備 (2,128) (1,846)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144,374 117,940
  

所有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預計將於一年內收回。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基於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108,032 81,702

一至三個月 17,553 17,866

三至六個月 18,244 18,067

六至十二個月 545 305
  

144,374 117,940
  

9 貿易應付款項

截至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已包括於貿易應付款項中）按發票日期的賬齡
分析如下：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833 1,546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833 1,546
  

所有貿易應付款項預計將於一年內結清或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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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報告期末，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內 431 444

1至3個月 241 495

3至6個月 161 601

6至12個月 – 6
  

833 1,546
  

10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零元）。

11 有關COVID-19疫情的影響

2021年上半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雖有所緩解但反復無常，為本集團當下
及未來的運營環境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並可能影響本集團的運營及財務狀況。

本集團一直密切監察COVID-19對本集團業務的影響，並已開始採取各種應變措施。董事
確認，此等應變措施包括但不限於重新評估本集團現有供應商的液化石油氣、壓縮天然
氣及液化天然氣存貨的充足性及適用性，加強對本集團客戶業務環境的監控及加快債務
人結算以改善本集團現金狀況。隨著COVID-19形勢的發展，本集團將繼續審查應急措施。

就本集團的業務而言，COVID-19對營運造成負面影響，並導致對液化石油氣、壓縮天然
氣及液化天然氣的需求下降，惟董事認為此等影響可能為暫時性，本集團的業務將於
COVID-19終止不久後恢復。此外，COVID-19可能影響現金流量預測，以及影響本集團債
務人的還款能力，進而可能導致未來期間的加氣站及貿易應收款項所佔的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額外減值虧損。報告期後可能產生的影響並無於本中期財務報告中所反映，以及
隨COVID-19局勢的不斷發展及可能獲得更多資訊時，實際影響可能會與該等財務報表中
採用的估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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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回顧

回 顧2021年 上 半 年（「期 內」），伴 隨 著 全 球 範 圍 內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COVID-19)
（「COVID-19」）疫苗接種工作穩步推進及各國各地陸續解除封鎖，COVID-19疫
情（「疫情」）態勢逐步緩解，全球經濟持續回暖復甦。2021年上半年，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錄得人民幣532,167億元，同比增長12.7%，近兩
年平均增長5.3%。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長18.3%，兩年平均增長5.0%；二季
度同比增長7.9%，兩年平均增長5.5%。

經濟逐步恢復，進而有效拉動能源供給端加快增長。

液化石油氣方面（「液化石油氣」），由於OPEC實行較為嚴格的產量管控及美國
原油產量維持穩定，原油需求逐步向好，油價逐步攀升，亦帶動了液化石油
氣價格不斷攀升，於期內液化石油氣價格整體呈現先揚後抑再揚的寬幅震盪
走勢。國內疫情緩解明顯，液化石油氣產量及消費均有上升，煉廠開工率接
連反彈，需求逐漸恢復。2021年1至5月份我國液化石油氣的表觀消費量為2,832.11
萬噸，同比增幅15.15%。隨著全球經濟和工業生產的逐漸恢復，液化石油氣的
需求的增長仍將較為強勁。期內，本集團批發業務銷量穩定。車用液化石油
氣燃料受交通能源政策結構性調整進度影響進而導致需求大幅度減少。同時，
本集團業務所在區域疫情防控升級以及安全檢查等對終端需求有所衝擊，車
用終端零售板塊有所下降。

天然氣方面，天然氣市場需求旺盛，2021年上半年同比增長21.2%，基本達到
「十三五」年均增長水準。其中，工業用氣保持較快增長態勢，超過往年水準。
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亦是「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
行動全面啟動之年，天然氣行業必將保持穩定增長態勢。中長期看，天然氣
發展依然利好，天然氣是低碳轉型發展最現實的選擇，肩負著能源消費結構
從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過渡的重要使命，「十四五」規劃期間必將是天然氣
發展不可錯失的窗口，天然氣必將在未來的新型能源體系佔據一席之地。期內，
本集團天然氣業務亦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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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中國一間綜合液化石油氣及天然氣供應商，擁有完整的產業鏈，於
廣東省及河南省從事銷售液化石油氣及天然氣以及經營車用加氣站及民用站，
在行業內擁有超過15年的彪炳往績。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761.5百萬元，較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約人民幣631.3百萬元增長約人民幣130.2百萬元。
收益增長乃主要由於期內壓縮天然氣（「壓縮天然氣」）銷售量的增長以及液化
石油氣銷售單價的上升所致。

(1) 液化石油氣業務

液化石油氣可用作汽車燃料，但亦普遍用作烹飪或暖爐的燃料來源。於
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於廣東省擁有3個液化石油氣車用加氣站及2個液
化石油氣民用站。我們亦擁有1個位於廣東省的設有儲存設施的液化石油
氣碼頭。於期內，受交通能源政策結構性調整及疫情影響，加氣車輛數量
大幅減少，進而導致一座液化石油氣車用加氣站銷量大幅減少而產生虧損，
故本集團關閉該液化石油氣加氣站，並正嘗試將該液化石油氣加氣站改
建為加氫站以響應政府政策。

本集團的液化石油氣業務擁有全面的業務模式。我們的液化石油氣上游
採購包括具備自有碼頭及氣庫的大型液化石油氣民用燃氣供應商（主要從
海外進口液化石油氣）及國內石化煉廠所提供的上游採購來源。憑藉中介
物流（包括液化石油氣汽車或專用燃氣運輸船）配送，本集團能夠向包括液
化石油氣車用加氣站、液化石油氣民用站及批發客戶在內的客戶提供液
化石油氣，而我們的客戶包括零售及批發客戶。本集團亦透過江門市新江
煤氣有限公司（「江門新江煤氣」，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擁有液化石油氣的碼頭。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液化石油氣銷售業務收入約人
民幣614.0百萬元，較2020年同期的液化石油氣銷售業務收入約人民幣523.7
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90.3百萬元。收入增長主要由於液化石油氣批發業務
銷售單價的上升。

(2) 壓縮天然氣業務

壓縮天然氣廣泛用於短途汽車方面，如本地巴士、計程車及私家車。於
2021年6月30日，我們於河南省擁有12個壓縮天然氣車用加氣站、1個液化 
— 壓縮天然氣（「液化 — 壓縮天然氣」）車用加氣站及3個壓縮天然氣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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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天然氣業務模式受我們上游供應商的良好支持，其主要包括中國石
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利用西氣東輸管道供應予我們的壓
縮天然氣母站，並以我們自有物流車隊作為主要物流系統配送至壓縮天
然氣車用加氣站地點及客戶地點，而我們的部分批發客戶亦為其自有的
物流安排籌劃。我們的下游組合包括壓縮天然氣車用加氣站，而我們的客
戶包括多名零售及批發客戶。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壓縮天然氣銷售業務收入約人
民幣113.6百萬元，較2020年同期的壓縮天然氣銷售業務收入約人民幣74.2
百萬元增長約人民幣39.4百萬元。收入增長主要由於期內車用壓縮天然氣
銷售量的增長及銷售單價的上升。

(3) 液化天然氣業務

中國液化天然氣（「液化天然氣」）加氣市場因其相比壓縮天然氣較高的加工、
液化及倉儲成本仍處於新興階段。受中國政府政策支持，液化天然氣在華
南及沿海地區進行開發和推廣發展迅速，尤其是工業及發電行業對液化
天然氣的需求不斷上升，為液化天然氣的增長打下堅實基礎。於2021年6
月30日，我們於廣東省有2個液化天然氣車用加氣站和於河南省有1個液
化 — 壓縮天然氣車用加氣站。

就液化天然氣業務模式而言，本集團擁有由大型液化天然氣碼頭公司組
成的強大上游採購供應商。由於運輸液化天然氣需要裝有特殊低溫液化
天然氣儲存設施及儲罐的車輛，本集團使用第三方物流服務商將液化天
然氣運送至我們的液化天然氣車用加氣站及批發客戶。同時，下游組合包
括液化天然氣車用加氣站，而我們的客戶包括零售及批發客戶。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液化天然氣銷售業務收入約人
民幣29.3百萬元，較2020年同期的液化天然氣銷售業務收入約人民幣27.8
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5百萬元。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期內液化天然氣銷售
單價的上升。

於2021年6月30日，我們經營合共23個加氣站及3座加油站，其中2個加氣站
為共同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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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6月30日，我們營運中的加氣站數量載列如下：

於2021 年
6月30 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加氣站
液化石油氣加氣站 5(1) 6
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12 12
液化天然氣加氣站 2 2
液化 — 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1 1
壓縮天然氣母站 3 3

  

加氣站總計 23 24
  

加油站
加油站 3 3

  

總計 26 27
  

同時，於2021年6月30日，我們按省市劃分的營運中加氣站的明細載列如下：

省市
液化

石油氣
壓縮

天然氣
液化

天然氣

液化 — 
壓縮

天然氣 加油站
站點
總數

廣東省廣州市 3 0 2 0 0 5
廣東省江門市 2(2) 0 0 0 0 2

      

廣東省加氣站總數 5 0 2 0 0 7
      

河南省信陽市 0 1 0 0 0 1
河南省鄭州市 0 8 0 0 1 9
河南省駐馬店市 0 3(3) 0 0 2 5
河南省新鄭市 0 3(4) 0 1 0 4

      

河南省加氣站總數 0 15 0 1 3 19
      

總計 5 15 2 1 3 26
      



– 17 –

附註：

1. 受交通能源政策結構性調整及疫情影響，本集團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的1個液化石油
氣加氣站的加氣車輛數量大幅減少，進而導致液化石油氣車用加氣站銷量大幅減少
而產生虧損，因此，本集團關閉該液化石油氣加氣站，並正嘗試將該液化石油氣加
氣站改建為加氫站以響應政府政策。

2. 該2個液化石油氣民用站由江門新江煤氣擁有，江門新江煤氣為我們的共同控制實
體之一及並非我們的附屬公司。

3. 包括位於河南省駐馬店市的1個壓縮天然氣母站。

4. 包括位於河南省新鄭市的2個壓縮天然氣母站。

我們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產品組合劃分的收益概述
如下：

截至 2021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銷量 收益
佔收益
百分比 銷量 收益

佔收益
百分比

（附註）（人民幣千元） (%) （附註）（人民幣千元） (%)

零售
液化石油氣 3,007 18,037 2.4% 3,355 20,537 3.3%
壓縮天然氣 28.85 94,641 12.4% 23.34 63,888 10.1%
液化天然氣 2,707 11,418 1.5% 1,845 7,297 1.2%

    

小計 124,096 16.3% 91,722 14.6%
    

批發
液化石油氣 156,263 595,987 78.3% 165,514 503,116 79.7%
壓縮天然氣 6.22 18,964 2.5% 4.47 10,344 1.6%
液化天然氣 5,287 17,892 2.3% 7,171 20,472 3.2%

    

其他 4,582 0.6% 5,679 0.9%
    

小計 637,425 83.7% 539,611 85.4%
    

總計 761,521 100% 631,333 100%
    

附註： 液化石油氣及液化天然氣的銷量以噸計量，而壓縮天然氣的銷量以百萬立方米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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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及前景

隨著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力落實及疫苗接種規模不斷擴大，中國疫情防控取得
重大成果，社會經濟各部門的生產有序開展，中國經濟穩步復甦。然而，現時
仍然存在國際能源市場前景不明朗、地緣政治摩擦增多、疫苗接種分布不均
及疫情反撲等不確定因素。立足當下，展望下半年，本集團會繼續貫徹落實
好安全供運銷儲的方針，嚴格執行疫情防控措施，保持日常業務穩健有序進行。

2021年下半年，液化石油氣的民、工用需求端依舊是本集團業務主要發力點。
今年上半年，疫情的爆發在部分城市雖有零星反撲，但絕大部分地區情況保
持穩定，第二季度需求出現下滑，但受國際原油價格強勢上漲提振，雖在淡
季但價格亦有小幅上漲。第三季度開始，取暖需求以及深加工開工率均開始
提高。隨著消費旺季的到來，2021年下半年液化石油氣的消費會比上半年有
更大的提升空間，本集團將繼續錨定民、工用需求端，積極拓寬銷售渠道及
客戶管理，尋求創新銷售模式，進一步擴大我們的銷售規模。

2021年恰逢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能源組合在雙碳目標倒逼下加速調整，
天然氣比重勢必提高。加之我國疫情有所緩解，產業鏈市場化價值增加，且
利好政策扶持及運儲管網建設，預計2021年下半年天然氣消費需求逐步提高。
本集團將繼續整合上中下游供運儲銷的業務模式，統籌兼顧，點面結合，在
推動多元化終端市場開發的同時深耕服務及產品，精准服務我們的客戶。

本集團一直努力探索新能源領域，不斷地推動企業轉型。本集團積極響應國
家和政府大力發展氫能的產業政策，嘗試將終端加氣站改建為加氫站，現已
上報4個加氫站布點的申請。

2021年下半年，本集團將堅持篤行致遠，惟實勵新，深紮於清潔能源行業，耳
警於國內外行業變化，著眼於業務創新開拓，與各位合作夥伴、員工、股東攜
手共進，共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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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761.5百萬元，較2020
年同期的收益約人民幣631.3百萬元增長約人民幣130.2百萬元。收益增長乃主
要由於期內壓縮天然氣銷售量的增長以及液化石油氣銷售單價的上升所致。

銷售成本及毛利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向本集團的供應商採購液化石油氣、壓縮天然氣
及液化天然氣及就運輸燃氣向物流服務提供商支付的所有成本。本集團的銷
售成本由2020年同期的約人民幣584.6百萬元增長約人民幣127.8百萬元至2021
年的約人民幣712.4百萬元，乃主要由於天然氣的採購量增長以及液化石油氣
的採購單價有所上升所致。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49.2百萬元，較2020年
同期的毛利約人民幣46.8百萬元增長約人民幣2.4百萬元。毛利增加乃主要由
於車用壓縮天然氣銷售量的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

截 至2021年6月30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的 其 他 收 入 為 約 人 民 幣9.2百 萬 元，較
2020年同期的其他收入約人民幣10.1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0.9百萬元。此乃主
要由於期內利息收入的增加及政府補貼收入的減少所致。

員工成本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員工成本為約人民幣18.2百萬元，較
2020年同期的員工成本約人民幣19.2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1.0百萬元。此乃主
要由於僱員人數減少所致。

折舊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折舊約為人民幣11.2百萬元，較2020年
同期的折舊約人民幣11.0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0.2百萬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
期內設備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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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租賃開支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經營租賃開支為約人民幣0.6百萬元，
與2020年同期的經營租賃開支約人民幣0.6百萬元基本持平。

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經營開支為約人民幣14.1百萬元，
與2020年同期的其他經營開支約人民幣14.5百萬元基本持平。

融資成本

截 至2021年6月30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的 融 資 成 本 為 約 人 民 幣8.4百 萬 元，較
2020年同期的融資成本約人民幣3.5百萬元增長約人民幣4.9百萬元。此乃主要
由於期內銀行貸款增加所致。

除稅前溢利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為約人民幣4.7百萬元，較
本集團於2020年同期的除稅前溢利約人民幣7.2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2.5百萬元。
該減少主要由於期內銀行貸款產生的融資成本增加及政府補貼收入的減少所
致。

所得稅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為約人民幣2.7百萬元，較
2020年同期的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2.9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0.2百萬元。

期內溢利

基於上述原因，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期內溢利約人民幣2.1
百萬元，較2020年同期的期內溢利約人民幣4.3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2.2百萬元。

財務狀況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維持穩定。於2021年6月30日，
資產總值為約人民幣1,027.9百萬元，較2020年同期的資產總值約人民幣666.8
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361.1百萬元。本集團的現金乃主要用作營運資金及燃氣
設施設備需求。



– 21 –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於金融機構有約人民幣399.0百萬元的定期存款及約
人民幣76.4百萬元的現金及銀行結餘。

資本開支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支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包括使用
權資產）有關的資本開支約人民幣2.3百萬元。

借款

本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及2020年 12月31日的短期借款概述如下：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本集團銀行存款作抵押 555,597 196,597
  

資本負債比率

於2021年6月30日，資本負債比率（按本集團總負債除總資產計算）為約63.0%（2020
年12月31日：43.1%）。資本負債比率增加主要歸因於本集團銀行貸款的增加。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有合共482名僱員（含合營企業江門新江煤氣人員）（於
2020年6月30日：539名）。本集團的薪酬政策符合現行市場慣例，並基於個別
僱員的表現、資格及經驗而釐定。應付予其僱員的薪酬包括薪金及津貼。本
集團重視僱員的創造與貢獻，認可人才資源在企業營運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致力於與僱員發展及維持良好的關係。本集團會定期為員工組織安全與技能
培訓，亦鼓勵員工參加專業機構主辦與本行業相關的研討會，以加強員工的
安全及技術能力，促進員工的職業成長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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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經扣除所有相關上市開支及佣金後，來自股份於2018年12月28日在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20.3百萬港元。
該等所得款項淨額建議用途的詳情披露於本公司就上市刊發的招股章程「未
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並於其後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2月27日的公告修訂。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已使用約63.7百萬港元，佔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約
53.0%，詳情如下：

擬定所得款項用途 原定分配

於2020年
2月27日
經修訂
分配

於2021年
6月30日
已動用

於2021年
6月30日

的餘下結餘

悉數動用剩
餘所得款項
預期時間表 (4)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購一個液化石油氣民用站的
 經營權 (1)

20.5 20.5 0 20.5 於2021
年底前

通過建設儲存設施以加強我們的
 液化石油氣物流及倉儲能力 (2)

21.7 21.7 0 21.7 於2021
年底前

完成建設新壓縮天然氣母站、
 為其購買土地、設備及機器及
 進行安裝

27.7 14.5 14.5 0 不適用

建造新加氣站、購買及組裝其所需
 設備及機器並維護我們的現有
 加氣站

24.1 16.1 16.1 0 不適用

購買額外的車隊以增加我們的
 物流能力

14.4 14.4 0 14.4 於2023
年底前

為收購籌集資金 (3) – 21.1 21.1 0 不適用
一般營運資金 12.0 12.0 12.0 0 不適用

    

總計 120.3 120.3 63.7 56.6(5)

    

附註：

1. 由於疫情對全球經濟和商業環境的影響，本集團尚未物色到合適的收購目標。本集團將
採取審慎策略繼續積極物色合適的收購目標。

2. 建設儲存設施受項目建設進展變化和疫情的影響，本集團將相應地延遲動用所得款項淨
額。



– 23 –

3.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2月27日之公告。

4. 悉數動用剩餘所得款項預期時間表乃根據本集團之最佳估計而編製，當中計及（其中包括）
業務發展及需求以及現行及未來市況，因此可能會出現變動。

5.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未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存入計息銀行帳戶。

外匯風險

由於我們所有營運均位於中國，本集團來自客戶的所有收益均自中國的活動
產生。

本集團的報告貨幣為人民幣。本集團因業務營運及以外幣計值之金融工具而
產生貨幣風險，而該等風險主要為港元。為防範該等外幣風險敞口，本集團
於有需要時以現貨價買賣外幣或訂立適當之遠期合約，確保淨風險維持於可
接受水平。

庫務政策

本集團在執行庫務政策上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策略，因此於截至2021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內維持健全的流動資金狀況。我們的財務部負責庫務管理職能，
其中包括研究及獲取投資方案以供總經理、財務總監及董事會作進一步考慮，
並持續監察投資。

重大投資以及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持有非上市股本證券約人民幣16.4百萬元，作為提
升我們資金的使用率的輔助手段。

於2021年4月9日，本集團通過廣東中油潔能投資有限公司（「廣東投資」）認購廣
州乾德教育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合夥基金」）之權益，金額為人民幣 20.0
百萬元。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4月9日之公告。

除上述披露外，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確切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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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2021年4月9日，本集團通過廣東投資認購合夥基金之權益，金額為人民幣
20.0百萬元。於認購完成後，合夥基金成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詳情請參閱本
公司日期為2021年4月9日之公告。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除於上述收購以外，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及出
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或然負債

於2019年，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作為一名共同被告，被要求就來自原告與其
他第三方的債務爭議的損害作出賠償。本集團承擔的最高被索償風險約人民
幣64.4百萬元（「申索」）。於2020年，本集團獲判勝訴，根據該判決，本集團被認
為毋須對申索負責。於本公告日期，原告正就該判決提出上訴。董事認為附
屬公司不大可能將須就該申索負責，因此，概無於2021年6月30日作出撥備。

資產抵押

於2021年6月30日，已包括於銀行及手頭現金中，人民幣15,500,000元（2020年：
人民幣45,500,000元）已抵押作為本集團之銀行貸款的擔保。於2020年12月31日，
人民幣7,550,000元已抵押作為本集團之未結算外匯遠期合約的擔保，而該等
外匯遠期合約已於2021年上半年屆滿。

於2021年6月30日，於金融機構的定期存款人民幣399,000,000元（2020年：無）及
存款證人民幣70,000,000元（2020年：人民幣70,000,000元）已抵押作為本集團銀行
貸款的擔保，為期一年。

於2020年12月31日，一間銀行發行的本金金額為人民幣50,000,000元及到期日
為2021年6月16日的保本結構性存款產品，已抵押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的擔保，
為期一年。

稅務寬減及豁免

本公司概不知悉有任何因股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享有稅務寬減及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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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一直採用載於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
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原則。本公司亦設有企業管治框架及已基於
企業管治守則制訂一套政策及程序。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列之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惟就守則條文第A.2.1條有偏離之處。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所區分，且不應由同一
人擔任。於2021年1月8日前，姬光先生（「姬先生」）為本公司的主席及行政總裁。
為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及遵守守則條文第A.2.1條之規定，自2021年1
月8日起，姬先生已卸任行政總裁之職務、惟留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主席，而
執行董事兼副主席姬玲女士已於同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制訂其自有操守守則（「證券交易守則」），
其條款並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
出特定查詢，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證券
交易守則。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2021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公眾持股量

基於本公司可公開取得的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維持
上市規則項下指定公眾持股百分比。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
績及本公告，並同意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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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於2021年8月3日，廣東中油潔能石化有限公司（「廣東石化」）、河南中油潔能永
輝天然氣有限公司（「河南永輝」）及姬先生與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國農業銀行」）簽訂保證合同，據此，廣東石化、河南永輝和姬先生同意向中國
農業銀行提供擔保，作為中國農業銀行向江門新江煤氣（一間本公司50%的共
同控制實體）授出貸款償還責任之擔保。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8月3
日之公告。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2021年6月30日後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發生
其他重大事項。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已登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sinogasholdings.com)。
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中油潔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姬光先生

香港，2021年8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姬光先生（主席）
姬玲女士（副主席及行政總裁）
崔美堅女士
周楓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盛宇宏先生
王忠華先生
鄭健鵬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