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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前稱辛康海聯控股有限公司）之董事

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未經審核股本變動報表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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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41 14,661
銷售成本 (13,450) (5,854)

毛利 8,291 8,807
其他收益 4,645 1,427
一般及行政開支 (10,239) (10,971)

營運盈利（虧損） 2&3 2,697 (737)
融資成本 (176) (31)

除稅前盈利（虧損） 2,521 (768)
稅項 4 (455) (422)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盈利

（虧損） 2,066 (1,190)
少數股東權益 78 70

股東應佔盈利（虧損）淨額 2,144 (1,120)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美仙） 5 0.51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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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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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產業 － 1,417
商譽 (7,001) (6,920)
固定資產 7 11,390 11,578
非上市投資 987 987
商標 8 6

5,384 7,068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2,957 1,249
在途現金 290 －
應收少數股東款項 3 3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723 2,140
應收股東款項 3,283 －
短期投資 2 1,892
應收貿易賬款 8 15,556 14,067
存貨 6,118 5,55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 9,185 1,976
可收回稅項 130 66

40,247 26,94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及應付票據 9 11,311 8,115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1,016 6,187
欠一名董事之款項 － 38
銀行透支 178 82
融資租賃－當期部分 85 80
銀行貸款－當期部分 61 65
短期銀行貸款 2,458 －
應付股東款項 － 113
稅項 748 －

15,857 14,680

流動資產淨值 24,390 1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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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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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774 19,334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 1,177
融資租賃 159 203
銀行貸款 118 145
其他應付賬款 2,689 2,625
遞延稅項 331 445
可換股債券 － 71

3,297 4,666

少數股東權益 1,020 1,032

25,457 13,63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4,783 4,044
儲備 20,674 9,592

股東資金 25,457 1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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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流入／（所用）之現金淨額 (11,713) 3,996

投資活動流入／（所用）之現金淨額 1,664 (4,125)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11,604 1,208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 1,555 1,079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167 1,319

㶅率影響 347 －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069 2,398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2,957 2,398
在途現金 290 －

銀行透支 (178) －

3,069 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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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變動報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美元）

股份 特別資 匯兌 重估 累計

股本 溢價 本儲備 儲備 儲備 虧損 合計

1.1.2004 4,044 6,581 12,037 4,673 1,883 (15,582) 13,636
因行使可換股債券

以認購本公司新股份

而引致之股本變動 739 8,549 － － － － 9,288
匯兌差距 － － － 364 25 － 389
本期間盈利 － － － － － 2,144 2,144

30.6.2004 4,783 15,130 12,037 5,037 1,908 (13,438) 25,457

1.1.2003 2,552 1,878 12,037 897 1,745 (9,644) 9,465
因行使可換股債券

以認購本公司新股份

而引致之股本變動 1,062 1,605 － － － － 2,667
匯兌差距 － － － 301 3 － 304
本期間虧損 － － － － － (1,120) (1,120)

30.6.2003 3,614 3,483 12,037 1,198 1,748 (10,764) 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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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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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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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賬目所採納者相同。由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數字乃摘錄自本集團截至該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故中期賬目應與本公司之

二零零三年年度賬目一併閱讀。

管理層認為，以上未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已包括所有為公正地反映本公司財

務狀況、運營結果和現金流量而作的必要和正常的調整。截止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運業績，並不能標示或預測本集團日後任何時期的

營運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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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來自收回成本油、獲利油及回報油之石油銷售，及為合約電子產品

製造商裝嵌電子零件之收入。本集團剛開始生產一種名為「無燃無焦油香煙代

替品」的新發明產品及發行雜誌。此等分部正在發展階段，若以新分部劃分，

會被視為微不足道。

本集團截至本期間按業務分部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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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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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0 7,490 14,614 7,171 17 － 21,741 14,661

政府撥款 － － 335 318 － － 335 318

負商譽攤銷 － － 452 435 － － 452 435

來自外界客戶

的其他收入 3 － 264 － 3,591 674 3,858 674

總計 7,113 7,490 15,665 7,924 3,608 674 26,386 16,088

分部業績 4,139 951 (397) (996) － － 3,742 (45)

未分類收入及開支 (1,045) (692)

經營活動盈利（虧損） 2,697 (737)

融資成本 (176) (31)

稅項 (455) (422)

少數股東權益 78 70

股東應佔盈利（虧損） 2,144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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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盈利（虧損）

營運盈利（虧損）已計入／（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正商譽之攤銷 532 305

負商譽之攤銷 (451) (435)

固定資產折舊 451 519

折舊、耗減及攤銷 1,534 1,676

4. 稅項

截至六個月止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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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422

本集團之稅項準備指涉及Seaunion Energy (Limau) Limited之海外預扣稅、海

外所得稅及遞延稅項。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期間內在香港並無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毋須作出

香港利得稅準備。

5.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期間內股東應佔盈利淨額2,144,000美元，或每股

0.51美仙（相等於每股0.039港元）（二零零三年：1,120,000美元之虧損）及期間

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24,582,295股（二零零三年：311,831,914股）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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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董事會決定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零三年：無）。

7. 固定資產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收購約224,000美元之固定資

產。

8.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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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Pertamina賬款 8,911 8,209

應收其他人士賬款 6,645 5,858

15,556 14,067

印尼國營油公司 Pertamina之應收款項指在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因收回

Pertamina所佔之增產原油產量而產生之應收貿易款項餘額。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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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3 10,099

31-60日 4,909 3,680

61-90日 3,238 198

90日以上 136 90

15,556 1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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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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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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1 4,748

31-60日 2,394 1,736

61-90日 887 1,182

90日以上 358 449

11,311 8,115

10.股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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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285,811股每股面值0.01美元

之普通股（二零零三年：404,445,811股

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 4,783 4,044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發行73,840,000股普通股，

當中之全部股份均透過行使可換股債券而發行，涉及之總代價約為9,288,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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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更改公司名稱

為更好地反映本公司之業務性質，本公司根據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通過

之特別決議，將公司名稱從辛康海聯控股有限公司，改為南海石油控股有限

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九日生效。

12.批准中期賬目

董事會已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批准中期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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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對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之討論及分析

綜覽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分為兩類。第一類為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Seaunion
Energy (Limau) Ltd.（「Seaunion」）在印尼南蘇門答臘開發、勘探及生產原
油。第二類為透過其附屬公司Axiom Manufacturing Services Ltd.（「Axiom」）
在英國提供電子產品製造服務。現時，本集團絕大部分收入均來自

Seaunion及Axiom之業務。

Seaunion之業務乃根據與印尼之大型國營石油公司Pertamina訂立之一項
十五年再次採油合約（「舊採油合約」）經營。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八日，本

公司與Pertamina簽訂了主協議。根據該協議，在舊採油合約於二零零四
年七月期滿後，將會設立合營公司以繼續雙方在Limau油田的合作關係。
本公司及Pertamina將各佔合營公司50%股權，合營公司將會與Pertamina
簽訂生產營運協議，並作為包銷商統籌Limau油田之發展、原油及天然氣
之生產。合營公司的初步年限為十五年，經雙方協商同意後可續約。

為填補舊採油合約期滿後與合營公司成立日之間的空檔，本公司與

Pertamina簽訂了臨時生產作業協議作為過渡性安排。本公司之原油業務
現於臨時生產作業協議下操作。

本公司透過Axiom，為商業企業用電訊設備、電腦及有關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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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電子製作服務。本公司為客戶提供整套解決方案，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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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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種方式，本公

司向其供應商購買客戶指定之零件後，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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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透過將印刷電路板組裝線與客戶產品之其他元素結合，

能在其設施內完成客戶產品之裝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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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收入增加64%，或
10,300,000美元，從去年同期的16,090,000美元增加至26,390,000美元。
股東應佔收入淨額為2,140,000美元，或每股0.51美仙；而二零零三年同
期則為虧損淨額1,120,000美元，或每股0.36美仙。在資產負債表中，本
集團之總資產增加34%，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34,010,000美元
至 45,630,000美元；而本集團之資產淨值則從二零零三年年底之
13,640,000美元，增加86%至25,460,000美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26,380,000美
元，當中之 7,110,000美元，即 26%乃源自本公司之原油生產；而
15,660,000美元，即59%則源自本公司之電子製造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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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油產量營業額減少380,000
美元，即5%，由去年同期之7,490,000美元至7,110,000美元。營業額下降
乃屬暫時性質，是舊採油合約於二零零四年七月期滿過渡所致。截至同

一期間，本集團源自外判電子製造業務之營業額為15,660,000美元，而
過往年度同期之營業額則為7,920,000美元。外判電子製造業務之營業額
增加，主要由於對本公司之外判電子製造服務之需求上升。在此期間，

本集團出售了七間美國空殼公司，其價格為每間公司4,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為3,070,000美元，
而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則為2,400,000美元，本公司之流動比率依然
維持穩健，達1.95倍，而去年則為1.86倍。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發行合共73,840,000股
本公司之普通股，全部已透過現有債券持有人行使換股權時發行，共得

總代價9,288,000美元。所得款項將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於本中
期報告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及並流通在外之普通股為478,285,811股。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賬外項目。本集團相

信其從營運而得之現金已足夠應付其營運所需。然而未來之現金流量取

決於多個變數，包括本集團生產原油之水平，市場對本公司之外判電子

製造服務之需求，以及全求經濟條件。由於本集團之眾多競爭對手較本

集團擁有更雄厚的資本資源，本集團有可能在未來十二個月，不論以發

債或發股的形式，作出額外融資，配合本集團繼續提升科技發展及進一

步拓展其業務發展策略。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人數約達402人，而僱員之薪酬
乃按照其工作性質及市場情況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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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證券、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要求本公司
置存之登記冊所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而需另

行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董事於本公司及

其聯營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意思）之股份權益如下：

所持普通股之好倉

所持之普通股 大約持股

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百份比

周岭 － 92,724,000 19.39
Lee Sin Pyung － 8,000,000 1.67
薛薇 2,000 － －

除上述所披露外，截至2004年6月30日，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之董事及
行政總裁，概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要求本公司置存之登記
冊所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而需要另行通知本

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在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的

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股息

董事會決定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

（二零零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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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除周岭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在上述「董事」部份披露之證券、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權益

外，本公司概無任何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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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應用守則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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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賬目。

董事會代表

董事總經理

Lee Sin Pyung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