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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
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
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
者。

由於在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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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百田石油
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對此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
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

1. 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成份；

2. 本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內容有所誤導；及

3. 所有在本報告內表達之意見乃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
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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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業績

百田石油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 — — 818
銷售成本 — — — (807)

毛利 — — — 11
其他收益 — 30 51 92
行政開支 (7,237) (6,603) (20,095) (17,966)
提早贖回可換股債券
之虧損 (824) — (824)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 (8) (3) (19)

經營虧損 (8,063) (6,581) (20,871) (17,882)
融資成本 4 (7,612) (6,759) (25,394) (20,070)

除稅前虧損 5 (15,675) (13,340) (46,265) (37,952)
所得稅抵免╱ 
（開支） 6 (1,621) 770 635 2,245

本期間虧損 (17,296) (12,570) (45,630) (35,707)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7,200) (12,412) (45,222) (35,112)
非控制性權益 (96) (158) (408) (595)

(17,296) (12,570) (45,630) (35,707)

每股虧損 8
基本（港仙） (1.12) (3.06) (5.77) (9.68)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股息 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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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虧損 (17,296) (12,570) (45,630) (35,707)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對外營運所產生之匯兌
差額 (628) (217) (590) (217)

本期間之全面收益總額 (17,924) (12,787) (46,220) (35,924)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7,828) (12,629) (45,785) (35,329)

非控制性權益 (96) (158) (435) (595)

(17,924) (12,787) (46,220) (3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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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可換股

債券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本公司
擁有人
應佔

非控制性
權益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0,816 359,974 985 15 — 66,454 49,305 487,549 564 488,113

本期間虧損 — — — — — — (35,112) (35,112) (595) (35,70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 (217) — — — (217) — (217)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217) — — (35,112) (35,329) (595) (35,924)

發行供股股份 5,408 102,752 — — — — — 108,160 — 108,160

供股相關發行開支 — (1,643) — — — — — (1,643) — (1,643)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16,224 461,083 985 (202) — 66,454 14,193 558,737 (31) 558,706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24,336 531,831 985 57 15,392 48,689 960 622,250 87 622,337

本期間虧損 — — — — — — (45,222) (45,222) (408) (45,63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 (563) — — — (563) (27) (590)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563) — — (45,222) (45,785) (435) (46,220)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非控制性
權益 — — — — — — — — 14,700 14,700

發行供股股份 9,155 45,776 — — — — — 54,931 — 54,931

供股相關發行開支 — (1,183) — — — — — (1,183) — (1,183)

轉換可換股票據 16,000 84,000 — — (15,392) — 15,392 100,000 — 100,000

於債務重組時發行之股份 23,333 116,667 — — — — — 140,000 — 140,000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72,824 777,091 985 (506) — 48,689 (28,870) 870,213 14,352 88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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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六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公司，其股份
自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二日起在創業板上市。

本集團主要從事勘探、開採及生產石油、天然氣及煤炭，以及買賣石油相關產品。

2. 編製基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
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於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權益及若干
財務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

編製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乃與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3.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錄得任何銷售額（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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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 7,612 6,759 25,394 20,061
銀行利息 — — — 9

7,612 6,759 25,394 20,070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及其他福利 2,530 2,213 7,640 6,637
— 退休計劃供款 92 26 149 74

提早贖回可換股債券之虧損 824 — 82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5 95 281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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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 香港 — — — —
— 其他司法權區 — — — —

遞延稅項 (1,621) 770 635 2,245

本期間所得稅抵免╱（開支） (1,621) 770 635 2,245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並無香港應課稅收入（二零一零年：無），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
備。其他司法權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當
地通用稅率計算。

本期間之遞延稅項為就撥回可換股債券所產生臨時差額確認之所得稅。

由於未能預測可運用稅項虧損對銷之未來應課稅溢利，故本期間並無就虧損確認遞延稅項（二零
一零年：無）。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期間之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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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 
虧損 (17,200) (12,412) (45,222) (35,112)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採用之
本期間虧損 (17,200) (12,412) (45,222) (35,112)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 1,529,311 405,600 783,769 362,605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每兩股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每股面
值港幣 0.01元之普通股合併為一股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 0.02元之合併普
通股。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通過之另一項普通決議案，每兩股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
中每股面值港幣 0.02元之普通股合併為一股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 0.04元
之合併普通股。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假設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一直已獲合併之普
通股數目計算。

由於兌換本公司尚未兌換之可換股債券屬反攤薄，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9.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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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並無產生營業額，而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則錄得營業額約港幣 818,000元。

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港幣 45,222,000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港幣 35,112,000元。

本期間之行政開支約為港幣 20,095,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港幣 2,129,000元或
12%，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及業務發展開支增加所致。期內，本集團錄得提早贖回可換股債
券虧損港幣 824,000元，該金額乃為贖回本金與負債部分賬面值間之差額。

本期間之融資成本約為港幣 25,394,000元（二零一零年：約港幣 20,070,000元）。利息成
本增加乃主要由於攤銷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到期並延期一年之可換股債券實際利率上升所
致。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全數贖回該等可換股債券。

本集團從事勘探及開採能源及資源之業務。本公司有三項進行中項目，當中，汶萊油氣項
目之兩口探井已完成鑽探，而菲律賓之煤礦項目已進入發展階段。由於大部份項目仍處於
勘探階段，故本集團持續產生可資本化及經營開支並蒙受虧損。於該等項目進行至開採階
段及達至商業產量時將錄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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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併

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7.76條，以及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通過之普通決議
案，本公司實行股份合併，基準為每兩股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 0.02
元之普通股合併為一股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 0.04元之合併普通股。

自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起，股份合併導致 (1)本金額港幣 276,352,231.22元之可換股債
券之兌換價由每股股份港幣 2.873元調整至每股合併股份港幣 5.746元，及 (2)本金額港幣
120,000,000.00元之可換股債券之兌換價由每股股份港幣 0.371元調整至每股合併股份港
幣 0.742元。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刊發之公佈。

債務重組及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與Silver Star Enterprises Holdings Inc.（「Silver 
Star」，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於認購協議日期合法及實益擁有 711,845,196股股份，或本公
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42.51%），及林南先生（「林先生」，合法及實益擁有Silver Star之全
部已發行股本）訂立有條件認購協議。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認購協議所載之所有先決條件經已達成，而認購協議於二
零一一年九月六日完成。根據認購協議之條款及條件， (1)本公司已按發行價每股認購
股份港幣 0.240元向Silver Star配發及發行 583,333,333股認購股份，總金額為港幣
140,000,000元；(2)本公司已向Silver Star發行本金總額港幣 100,000,000元之可換股票
據；(3)林先生已向本公司墊付港幣 36,352,231.22元之貸款；及 (4)本公司已贖回所有將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到期、本金額港幣 276,352,231.22元之未贖回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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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 100,000,000元之可換股票據按年利率 3%計息及將於可換股票據發行日期第三週年
當日到期。兌換價為每股兌換股份港幣 0.250元。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二日，可換股票據
獲全數贖回及轉換為 400,000,000股轉換股份。林先生提供之貸款為免息及將於貸款提取
日期第二週年當日到期。

Silver Star 由林先生全資擁有。由於Silver Star 為控股股東，故Silver Star 及林先生均
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章，認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
易。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八日、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二零一一年八月
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刊發之公佈，以及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刊發之通函。

收購及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Win Easy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林南
先生（「林先生」，本公司之主要股東）訂立股份購買協議（「股份購買協議」），按總購買價港
幣 9,000,000元收購Mass Leader Inc.（「MLI」）已發行股本之 51%，總購買價乃由股份購
買協議各訂約方按一般商業條款公平磋商後釐定。購買價將由本公司透過於完成時向林先
生發行按本金額港幣 9,000,000元之承付票支付。該承付票按年利率 3%計息及將於承付
票發行日期第二週年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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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I乃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林先生持有。MLI擁有中國
國際礦業石油有限公司（「中國國際礦業石油」，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之公司）之全部已發
行股本。中國國際礦業石油為菲律賓共和國政府就一個約 265,000公頃之區域（涵蓋菲律
賓宿霧南部區塊之油田）發出之第 49號石油服務合約之承包商，並擁有該石油服務合約之
不分割參與權益之 80%。承包商須提供資金，並應用其適當及先進技術及專業知識，在合
約區內勘探、開發及開採石油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股份購買協議所載之所有先決條件經已達成，而股份購買協議
已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完成，而本公司已向林先生發行承付票。

由於林先生及其聯繫人於 939,255,931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於股份購買協議當日
之已發行股份約 66.12%，故林先生為關連人士，因此，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章，收
購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一年十月
二十一日刊發之公佈。

展望

汶萊M區油氣項目

合營公司已選擇進入第二階段勘探期，期間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經已展開。合營公
司已向Brunei 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 Sdn. Bhd提交二零一二年工作計劃及預算
以待審批。操作方已識別第一階段之第三口井之潛在鑽探地點，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初進
行挖掘，並同時為第二階段鑽探要求評估其他潛在區塊。於本季度，項目操作方完成鑽機
投標技術及商業評估，現正準備中標方案以供批准。同時，測量及鑽井規劃工作（包括營
地建設）經已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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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中呂宋天然氣項目

馬尼拉辦事處正在進行Victoria-3之修井計劃。具豐富油氣勘探及開採經驗之勘探經理及
區域經理已分別於第一季末及第二季初加入團隊。該項目已委聘油層物理及油藏工程師評
估中呂宋盆地之Victoria結構，以確定於火山碎屑濁流砂岩內是否可能存在低阻薄層生物
氣。所採集之數據將有助項目團隊確定此範圍之氣顯示、協助確定重新進入Victoria-3之
計劃及找出地點前景日後進行鑽探。

菲律賓San Miguel煤礦項目

項目已進入開發階段。第二階段之道路建設令汽車可達道路伸延至首採區經已展開，並預
計於二零一二年初竣工。項目管理層繼續進行可建設裝煤運輸碼頭設施之瀕海地皮資料之
採集工作，以及考慮向菲律賓港口管理局租用鄰近現有港口作為其他選擇，同時點算樹木
以準備清理林區，並鑽挖大量試洞以釐定儲量之深度及厚度，煤炭樣品則送往實驗室進行
質量評估。項目已就預期試產招聘採礦總監，彼將負責徵募生產團隊及監督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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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或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本公司股份、
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或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第 8分部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載入本報告所述之登記冊內
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至 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而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於相聯法團之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 身份 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
百分比

張曉寶 中科百田石油勘探開發 
研究院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9,90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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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或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除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之股份及╱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第 3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
權益及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在一切情況下可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
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5%或以上之權益之人士，或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 336條須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記錄之主要股東如下：

人士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附註 1） 身份
概約權益
百分比

林南 1,339,255,931（附註 2） (L)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73.56%

161,725,067（附註 3及 4） (L)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8.88%

Silver Star Enterprises 
Holdings Inc. （附註 2）

1,339,255,931 (L) 實益擁有人 73.56%

中國國際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附註 3）

161,725,067（附註 4） (L) 實益擁有人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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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字母指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之好倉。

2 Silver Star Enterprises Holdings Inc.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林南先生實益擁有。

3 中國國際礦業控股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林南先生實益擁有。

4 該等股份於行使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債券附帶之兌換權時可予配發及發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董事或
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 2及第 3分部之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
有權利在一切情況下可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5%或以上之權益，或任何其他主要股東擁有記錄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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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採納之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
前購股權計劃」），若干董事及參與者已獲授購股權，可按每股港幣 0.002元之行使價認購
股份。所有該等已授出之購股權已於二零零八年內或之前獲行使或失效。

本期間內，概無購股權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
計劃」）獲授出、行使或失效。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計劃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五日刊發之
招股章程內。



17 百田石油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之購入股份權利

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概無授予任何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子女可透過收購
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之權利，或由彼等行使有關權利；而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參與任何安排，令董事、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子女
取得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有關權利。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其條款不比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8至第
5.67條所載之交易必守標準寬鬆。就本公司所知，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
任何不遵守交易必守標準及有關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之情況。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有關優先購買權之條文，致使本公司須按比例
向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

競爭權益

本期間內，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存在或
可能存在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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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守則條
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成立具書面職權範圍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
員會之職責包括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王燕輝先生、白旭屏先生及王幹文先生。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該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聯交所及法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之披
露。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鄶偉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鄶偉先生
曹學軍先生
張曉寶先生
林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燕輝先生
白旭屏先生
王幹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