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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SEA PETROLEUM HOLDINGS LIMITED
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76）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二零零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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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22,939 16,664
銷售成本 (15,393) (11,110)

毛利 7,546 5,554
其他收益 803 1,918
一般及行政開支 (11,647) (10,178)

營運虧損 2及 3 (3,298) (2,706)
融資成本 (252) (232)

除稅前虧損 (3,550) (2,938)
稅項 4 29 (3)

除稅後虧損 (3,521) (2,941)

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3,520) (3,005)
少數股東權益 (1) 64

(3,521) (2,941)

每股虧損
 －基本（美仙） 5 (0.40)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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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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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4 2,934
固定資產 7 13,567 12,814
石油產業 7 7,248 219
項目墊款 11,902 5,944
其他資產 288 288

35,939 22,199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3,985 1,996
應收少數股東款項 2 2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1 21
在損益賬以公平值計值之金融資產 118 116
應收貿易賬款 8 10,285 8,039
存貨 7,624 6,40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4,858 15,451
遞延稅項資產 397 335

37,290 32,36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9 10,013 5,86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1,483 3,673
貼現債務人貸款 3,411 2,294
應付董事款項 514 142
應付股東款項 - 115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71 76
銀行透支 181 125
融資租賃－當期部分 301 168
銀行貸款－當期部分 44 62
預收政府津貼－當期部份 724 674
課稅 - 62
預留款項 1,218 1,218

17,960 14,469

流動資產淨值 19,330 17,89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5,269 4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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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 - 183
銀行貸款 - 15
可換股債券 986 -
預收政府津貼 987 1,288

1,973 1,486

資產淨額 53,296 38,61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12,157 6,505
重估儲備 3,411 3,174
特殊資本儲備 12,037 12,037
股份溢價 34,922 24,764
匯兌儲備 5,904 3,839
損益賬 (16,096) (12,576)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資金 52,335 37,743

少數股東權益 961 867

權益總額 53,296 38,610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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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之現金淨額 (4,168) 416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3,293) (3,586)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17,843 6,428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 382 3,258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871 2,056

匯率影響 1,551 (1,953)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804 3,361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3,985 3,535
銀行透支 (181) (174)

3,804 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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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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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6,505 24,764 12,037 3,839 3,174 (12,576) 37,743 867 38,610
行使可換股債券
以認購本公司
股份而產生 2,400 5,279 - - - - 7,679 - 7,679

發行股份 3,252 4,879 - - - - 8,131 - 8,131
匯兌差額 - - - 2,065 237 - 2,302 95 2,397
期內虧損 - - - - - (3,520) (3,520) (1) (3,521)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12,157 34,922 12,037 5,904 3,411 (16,096) 52,335 961 53,296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特別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原先呈列 4,783 13,236 12,037 6,314 3,441 (14,438) 25,373 588 25,961
—會計政策改變之影響 - - - - - 6,549 6,549 - 6,549

—重列 4,783 13,236 12,037 6,314 3,441 (7,889) 31,922 588 32,510

行使可換股債券
以認購本公司
股份而產生 840 7,308 - - - - 8,148 - 8,148

匯兌差額 - - - (1,527) (227) - (1,754) (98) (1,852)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454 454
期內虧損 - - - - - (3,005) (3,005) 64 (2,941)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5,623 20,544 12,037 4,787 3,214 (10,894) 35,311 1,008 36,319

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隨附之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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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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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中期賬目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
者一致。

管理層認為，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包括所有公平呈列本集團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現金流量
所需之調整（僅包括一般之經常調整）。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業績
未必可反映任何未來期間之業績。

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之新準則、對準
則之修訂及詮釋。本集團已對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進行評估，認為對中期財務報表並無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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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 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來自出售原油以及為合約電子產品製造商裝嵌電子零件之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按業務分部分析之營業額及業績如下：
（以千美元列示）

石油及天然氣 外判電子產品製造 未分類 總計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2,874 2,132 19,074 14,467 991 65 22,939 16,664
政府撥款 － － 332 345 － － 332 34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 － － 79 － 79
來自外界客戶之
其他收入 3 － 334 1,445 135 49 472 1,494

總計 2,877 2,132 19,740 16,257 1,126 193 23,743 18,582

分部業績 (1,800) (3,451) 176 1,837 － － (1,624) (1,614)
未分類收入及開支 (1,674) (1,092)

經營活動虧損 (3,298) (2,706)
融資成本 (252) (232)
稅項 29 (3)

除稅後虧損 (3,521) (2,941)

3. 營 運虧損

營運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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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415
折舊、耗減及攤銷 - 12

4. 稅 項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海外稅項支出 (29) 3

本期間之稅項指已作撥備之一間英國附屬公司遞延稅項，而上個期間之稅項撥備則指已作
撥備之一間中國附屬公司稅項。

由於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於期內並無在香港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
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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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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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0,000美元（二零零五年：  3,005,000美元）及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882,441,319股（二零零五年：  516,252,478股）計算。

6. 股 息

董事會決定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
無）。

7. 固 定資產及石油產業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入約 306,000美元固定資產及 7,029,000美元
石油產業。

8. 應 收貿易賬款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 Pertamina款項 2,279 2,331
應收其他人士款項 8,006 5,708

10,285 8,039

應收 Pertamina款項（Pertamina乃印尼之國有油公司）指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就 Pertamina所承擔之
原油增產而產生之應收貿易賬款結餘。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0-30日 4,551 5,833
31-60日 4,316 924
61-90日 1,299 20
90日以上 119 1,262

10,285 8,039

9. 應 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0-30日 7,858 3,570
31-60日 141 1,728
61-90日 337 382
90日以上 1,677 180

10,013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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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 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法定股本：
14,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美元之普通股 140,000 14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215,688,588股每股面值 0.01美元之普通股
（二零零五年： 650,459,059股
每股面值 0.01美元之普通股） 12,157 6,505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發行 565,229,529股普通股。本公司於二零
零六年三月十五透過公開發售，按每股 0.2港元之價格發行 325,229,529股股份，涉及之總代
價為 8,131,000美元。此外，亦因行使可換股債券而發行 240,000,000股股份，涉及之總代價為
7,679,000美元。

11. 結 算日後事項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九 月 五 日 ， 本 公 司 按 代 價 36,000,000美 元 出 售 附 屬 公 司 South Sea Petroleum
(Philippines) Corporation之 48%權益。所有代價將用作在菲律賓油田之勘探工作。

12. 資 本承擔

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作為以預期最低開支開採石油之承包商 30,971 38,000

13. 批 准中期賬目

董事會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批准中期賬目。

管理層對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之討論及分析

概覽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分為兩類。第一類業務為在印尼及菲律賓開發、勘探及生產原
油。第二類業務為在英國提供電子產品製造服務。

本集團擁有兩個油田：在印尼的 Bula Block油田及在菲律賓 Davao的 Agusan-Davao
Basin油田。 Bula Block油田是由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Kalrez Petroleum (Seram) Limited
根據於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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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經營。 Bula PSC將於二零一九年屆滿。截至二零
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 Bula Block油田之平均每日原油產量約為 380桶。

本 集 團 之 Agusan-Davao Basin油 田 是 由 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South Sea Petroleum
(Philippines) Corp.經營。根據與菲律賓共和國能源部訂立之服務合約，本公司獲准
在菲律賓 Agusan-Davao Basin約 7,478平方公里之地區內勘探原油及天然氣。初步開
採期為七年。隨後之生產期為 25年。本公司現正在該油田進行地震勘測及其他準
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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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透過 Axiom Manufacturing Services Limited為商業企業用電訊設備、電腦及相
關產品、視聽娛樂產品、工業控制設備、測試及測量儀器產品及醫療器材市場之
原設備製造商，提供電子製造服務。本公司為客戶提供整套解決方案，其中包括
為客戶提供初步產品設計、生產、測試、分銷及生產後支援之整套服務。在很多
情況下，本公司製造及提供服務之產品均冠以客戶之品牌。

本公司之絕大部分製造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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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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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客戶提供彈性。本公司亦按寄銷方式提供製造服
務，  使用客戶提供之零件提供裝嵌及生產後測試服務。

營運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增至 22,940,000美元，較去
年同期之 16,670,000美元增加 6,280,000美元或 37%。營業額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
兩類業務之銷售額均增加所致。與本集團去年同期之業績比較，本集團原油業務
之 營 業 額 增 加 742,000出 美 元 或 34.8%， 而 本 集 團 電 子 服 務 業 務 之 營 業 額 則 增 加
4,610,000美元或 31.8%。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淨
額 3,520,000美元，或每股 0.004美元，而二零零五年同期則錄得虧損淨額 2,940,000美
元，或每股 0.006美元。在資產負債表中，本集團之總資產由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 54,600,000美元，增加 34.2%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 73,200,000美元；而
本集團之資產淨值則由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38,660,000美元，增加 38.0%
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 53,300,000美元。

展望將來，預期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市況將會有所改善。本集團有意繼續作出投
資，在印尼及菲律賓勘探及開發原油及天然氣。本集團在英國之電子製造服務業
務在將新客戶歸納投資組合之餘，將繼續爭取高增值而低工作量，從而盡量從現
有客戶中招攬新業務。同時，本公司亦繼續著眼於提供低成本、高質素及具效率
之生產設施，旨在使本身與別不同，以招徠其他有意將製造業務外判之公司。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為 3,800,000美元，而於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則為 3,360,000美元。截至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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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000美元，大部份由於存貨增加及應收貿易
賬款增加所致。於該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 13,290,000美
元，主要因增添石油產業（ 7,030,000美元）及項目墊款（ 5,960,000美元）所致。於同
期，本集團之融資活動提供現金淨額 17,840,000美元，主要來自發行可換股債券所
得款項（ 8,680,000美元）及發行權益股份所得款項（ 8,130,000美元）。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本公司訂約發行總額 200,000,000港元之零息於二零零九年到
期之可換股債券。所得款項計劃用作在本集團之 Agusan-Davao油田進行 2D/3D地震
勘測及鑽探油井。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本集團相信，其從營運所得之
現金、出售普通股所得款項以及來自發行可換股債券之借貸，已足夠應付未來十
二個月之營運開支及資本支出。然而，本集團之持續營運及投資活動或須本集團
獲取其他融資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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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保證本集團屆時可取得任何所需之額外融資。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印尼、英國及香港共僱用約 272名全職僱員。
本集團相信其與僱員之關係良好。本集團還不時使用獨立顧問及合約承包商服務
以執行各種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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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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風險

本集團兩間主要營運附屬公司所賺取收入及產生之成本分別以美元及英鎊為單
位。董事認為本集團之外匯風險甚低，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董事於證券、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就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之好倉如下：

所持之普通股數目
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大約持股百分比

周岭 － 32,000,000 2.24

除上述所披露外，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之董事及行政總裁及彼等
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聯營公司的任何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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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冊的任何權益或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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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於本報告日期，概無本公司董事（包括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被認為在根據上市
規則所指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主要股東

於本報告日期，除上文「董事於證券、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披
露周岭先生之權益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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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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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
市證券。

股息

董事會決定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

於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整段會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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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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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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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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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中期賬目。

公佈業績

載有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至 46(6)段所有須予披露之詳盡資料之業績公佈將
於適當時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http://www.hkex.com.hk）上公佈。本
公司之二零零六年度中期報告亦將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前寄發予本公司全體
股東。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周岭先生、 Lee Sin Pyung 女士及薛薇女士，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陸人杰先生、 Chai Woon Chew先生及何載昭先生組成。

董事會代表
主席
周岭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