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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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UNITED ENERGY GROUP LIMITED
（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關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67）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佈

主要財務摘要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業績

營業額 5,178  �,���  �%     

稅前虧損 (569,099 ) (�0�,�0� ) ���%
所得稅抵免 10,174  �,���  ���%
減：少數股東應佔虧損 (8,487 ) (�,���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550,438 ) (�0�,��� ) ���%     

每股基本虧損 (4.31 港仙 ) (0.�� 港仙 ) ���%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財務狀況表之主要項目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2,496,931  �,���,���  (��% )
總資產 2,737,006  �,�0�,���  (��% )
每股資產淨值 0.21港元  0.��港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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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5,178  �,���
銷售及服務成本  (605 ) (��� )    

毛利  4,573  �,���

其他收入 � 50,626  ��,���
石油開採費用  (66,412 ) (��,��� )
行政開支  (606,317 ) (��,��� )    

經營虧損 � (617,530 ) (���,��� )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2,604  (��� )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益  –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收益  35,827  –    

稅前虧損  (569,099 ) (�0�,�0� )
所得稅抵免 � 10,174  �,���    

本年度虧損  (558,925 ) (�0�,��� )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50,438 ) (�0�,��� )
 少數股東權益  (8,487 ) (�,��� )    

  (558,925 ) (�0�,��� )    

每股虧損 
 基本 �  (4.31 港仙)  (0.�� 港仙)    

 攤薄 � 不適用  不適用    



- � -

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988  ��,�0�
 投資物業  136,054  ���,�0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19,056  ��,�0�    

  298,098  �00,�0�    

流動資產
 存貨  –  –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 174,314  ���,��0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3,804  �,���
 銀行及現金結存  2,240,790  �,���,��0    

  2,438,908  �,�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0 22,060  ��,00�
 衍生金融工具  7,727  –
 即期稅項負債  –  �
 應付董事之款項  6,161  �,���
 應付有關連公司之款項  –  �,���    

  35,948  ��,���    

流動資產淨值  2,402,960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01,058  �,��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7,103  ��,�0�    

資產淨值  2,683,955  �,���,���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7,771  ���,���
 儲備  2,369,160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2,496,931  �,���,���

少數股東權益  187,024  ���,���    

權益總額  2,683,9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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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而編製。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已根據按公平值列賬之投資物業，按公平值計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工具之重估予以調整。

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須使用若干關鍵假設及估計，此外亦要求董事在應用
會計政策之過程中作出判斷。

應用合併會計法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八月八日之買賣協議，本公司按面值每股0.0�港元發行
�,��0,���,���股股份，作為分別向United Energy Holdings Limited（「United Energy」）、
United Petroleum & Natural Gas Holdings Limited（「United Petroleum Holdings」）及Kowin 
Limited收購United Petroleum & Natural Gas Investments Limited（「United Petroleum」）之
��%、��%及��%股權（「收購事項」）之代價。此外，本公司按面值每股0.0�港元向United 
Energy發行���,���,�0�股股份，以收購United Petroleum於收購事項完成前欠付United 
Energy之���,���,000港元貸款。有關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
刊發之通函。收購事項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六日完成。United Energy及United Petroleum 
Holdings均由張宏偉先生全資擁有。

由於本公司及United Petroleum於收購事項前及後均由張宏偉先生最終控制，故收購事項乃
按共同控制實體之業務合併列賬。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指引第�號以「共同控制合併之會計原則」編製，猶如收
購事項於合併實體首次由張宏偉先生控制之日已發生。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合併實體之財務報表，猶如合併
實體首次處於控制方之控制下當日已經合併。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之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均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並未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年度及過往年度呈報之數額發生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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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指出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
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包括下列租金收入及物業管理服務費收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3,295  �,���
物業管理服務費收入 1,883  �,���   

 5,178  �,���
   

4. 分類資料

(a) 主要呈報形式－業務分類

本集團從事四個主要業務分類：

物業發展 － 物業發展分類為從事開發待售商業物業；

物業投資 － 物業投資分類為投資商業物業以獲取租金收入、物業
   管理服務費收入及潛在升值；

家居建材批發 － 家居建材批發分類為從事家居建材之買賣交易；

石油開採 － 石油開採分類為從事生產原油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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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建材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批發  石油開採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總收益 –  5,178  –  –  5,178
         

分類業績 –  (41,529 ) (710 ) (176,956 ) (219,195 )
       

其他收入         50,626
未分配支出         (448,961 )         

經營虧損         (617,530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收益 35,827        35,827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前虧損         (581,703 )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物業發展 (6,360 )       (6,360 )
 －其他         18,964

         12,604         

稅前虧損         (569,099 )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  150,674  345,344  256,380  752,398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  –  –  –  119,056
未分配資產         1,865,552         

總資產         2,737,006
         

分類負債 –  2,795  696  13,311  16,802
未分配負債         36,249         

總負債         53,051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  –  –  17,560  17,560
折舊 –  32  4  12,012  12,048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支付
 之款項 –  –  –  –  113,445
 
其他非現金開支 –  45,300  –  93,639  138,939
未分配金額 –  –  –  –  209,793
         34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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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建材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批發  石油開採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總收益 –  �,���  –  –  �,���
         

分類業績 (��,�0� ) ���  (��� ) (��,�0� ) (���,��� )
        

其他收入         ��,���
未分配支出         (��,��� )         

經營虧損         (���,��� )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       (��� )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益 �,���        �,���         

稅前虧損         (�0�,�0� )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  �0�,���  ��0,���  ���,0��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0�  –  –  –  ��,�0�
未分配資產         �,���,���         

總資產         �,�0�,���
         

分類負債 –  ��,���  ���  ��,�0�  ��,���
未分配負債         ��,�0�         

總負債         �0,���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  –  –  ��,���  ��,���
折舊 ���  ��  �  �,���  �,���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
 支付之款項 –  –  –  –  ��,���
         

(b) 次要呈報形式－地區分類

本集團�0%以上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均來自中國，且本集團所有主要經營資產均位於
中國。因此未作地區分部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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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出售金融資產之淨收益 –  ��,���
利息收入 49,544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  �
管理費收入 998  –
淨匯兌收益 –  �,���
其他 84  �,���   

 50,626  ��,���
   

6.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891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
 891  ���
折舊 12,048  �,���
董事酬金 40,481  ��,���
租賃物業之已付經營租約租金（附註） 4,294  �,���
研究及開發支出 3,917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酬金、花紅及補貼（附註） 18,281  ��,�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38  ���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款項 113,445  ��,���
 131,964  ��,���
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648  �,���
匯兌虧損淨額 61,705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7,727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202,066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45,300  –
存貨撥備 93,639  –
   

附註：  該項金額包括提供予一位董事及員工達�,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000港元）
之住房福利，該金額已計入員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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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撥備 492  ��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1  �0   

 503  ��0
遞延稅項 (10,677 ) (�,��� )   

 (10,174 ) (�,��� )
   

本集團並無就百慕達、英屬處女群島或香港之利得稅撥備，原因是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產生自或源自該等司法權區之應課稅溢利（二零零八年：無）。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照其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根據享有若干稅務優惠之公司所賺取之估
計應課稅收入按適用稅率計算。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每
股基本虧損按以下各項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採用之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虧損 (550,438 ) (�0�,��� )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777,091,632  ��,0��,��0,���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並無任何具攤薄潛力普通股，故並
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 �0 -

9.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附註a） –  ���,���
應收代價（附註b） 101,589  –
買賣上市證券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  ��,���
按金及預付款項 4,376  �,���
應收一間已出售聯營公司之款項 68,026  –
其他 323  �0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總額 174,314  ���,��0
   

(a) 二零零八年應收貸款指向獨立第三方提供之墊款。該款項按年利率�厘計息及以借款
人於一間於中國成立主要從事經營酒店及相關業務之中外合資合營公司之�0%股權之
投資為抵押。該款項已於年內悉數償還。

(b) 應收代價指因出售瀋陽大東方置業有限公司而應收獨立第三方之款項。該款項乃無抵
押、免息及須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或之前償還。

10.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預收款項 –  ��,���
應計營運費用 18,580  ��,���
應付酬金及福利 1,576  ��
已收按金 1,706  �,���
其他應付稅項 177  ���
其他 21  ��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總額 22,06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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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四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
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於該期間不會登記股份轉讓。為符合出席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
八月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九年
八月三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0,000港元，較二零零八年約�,��0,000港元輕微
增長約�%。營業額包括來自中國一幢商業大廈之租賃收入及物業管理服務費收入。

其他收入較二零零八年減少�%至約��,000,000港元，主要包括利息收入約�0,000,000港元
及提供行政服務收入約�,000,000港元。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指本集團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所獲得之收益。二零零九年一月， 
本集團成功以約�0�,000,000港元之代價出售一間從事物業發展業務之聯營公司。該出售
導致本集團錄得收益約��,000,000港元。

行政開支較二零零八年度增加�0�,000,000港元或��0%至�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之增加包括因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非現金開支約��,000,000港元，
以及因對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而簽訂之認購及認沽期權之公平值調整而產生之非現金
虧損約�,000,000港元。該筆非現金虧損被本集團同一聯營公司之權益業績應佔非現金
收益約��,000,000港元全部抵銷。此外，行政開支之增加亦包括法律及專業費用增加
��,0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主要是由於對Transmeridian Exploration Incorporated
（「Transmeridian」）之建議投資相關之若干專業顧問費、持有Transmeridian高級票據之減
值撥備金額增加���,000,000港元、向Transmeridian購得之石油生產相關設備之減值撥備
金額增加��,000,000港元、本集團年內就匯兌虧損增加��,000,000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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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按公開市場價值及現有用途之基準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進行重估。已直接自收益表扣除之投資物業公平值減少淨額約達��,000,000港元。

綜合上文，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
��0,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0�,000,000港元）。虧損大幅增加約���%主要是由於行政
開支增加所致。

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
表。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內部監控及財務
申報事宜，並認為其令人滿意。

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物業投資與管理以及油氣業務，並以油氣業務為
主。

物業發展業務

為專注發展油氣業務，董事會決定出售物業發展業務。出售事項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完
成，錄得收益約��,000,000港元。出售事項可進一步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營運資金狀
況。

物業出租及管理業務

於回顧年度內，給予租戶半年免租期，以對物業有關消防系統故障進行維修。然而，物
業出租及管理業務仍為本集團帶來約�,��0,000港元之收入貢獻。

石油生產業務

於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儘管經歷雪災、大地震及全球金融海嘯，本公司仍穩步發展。
在本公司之努力下，試驗如期完成並取得了預期成果。

我們已完成了大修井一口；完成了高�井注氣站及��井計量站之最後階段；完成了��t/h燃
煤鍋爐注氣、供水及廢水管道之建設；採購了�台空氣壓縮機並在相關建築物中安裝了其
中�台；年內為蒸汽驅流程注入之蒸汽為���,�00立方尺；為火驅流程點燃了�口井。總體
預算中之每個項目均已實施，而就所增添之火驅試驗方面，在總體年度預算中已節省人
民幣��,��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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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不斷上升使本集團難以控制蒸汽驅試驗之成本。為克服這困難，本集團一方面透過
採用燃煤鍋爐改善蒸汽驅試驗之燃料來節約燃料成本，並採用二氧化碳加蒸汽段塞之新
石油置換技術；另一方面，本集團一直在試驗新火驅採油技術，從年初�口點火井增加至
合共�口點火井。

試驗結果顯示，蒸汽驅及火驅技術均能有效地提高石油採收率。從成本角度分析，儘管
作出了各種嘗試，但我們只能輕微削減蒸汽驅流程之燃料成本。相比之下，火驅流程卻
能體現更大優勢。由於進行火驅試驗之時間有限，我們已申請將試驗時間延長半年以取
得更充足及更全面之試驗數據。不過，無可否認，火驅法將會是未來總體開發計劃的不
二之選。

展望

雖然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環境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加，但董事仍看好未來幾十年全
球油氣市場之前景，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從事並加強其現有之石油資源業務。

憑藉本集團與主要中國勘探與開發企業之關係，本集團將繼續擴展至新國際市場，以亞
洲中部及東南亞等地區為目標。本集團亦將維持收購儲量之進取發展策略，並透過內部
及併購計劃擴大生產。

二零零九年，本集團將繼續在全世界探索新投資機會，希望透過併購進一步擴大本集團
之規模、拓闊資產基礎及提高盈利能力，銳意為股東提供長期穩定之高增長回報。

收購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內一直維持其進取之收購策略。

年內，根據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簽訂之投資協議，本公司以現金代價�00,0��,0��港元收
購Glimmer Stone Investments Limited（「Glimmer」）��.�%權益。Glimmer為一家在英屬處
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

在本財政年度結束後，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九日，本公司承諾以現金代價���,000,000港元
向獨立第三方收購Merry Year Investments Limited（「Merry Year」）全部權益。Merry Year
為一家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Merry Year之唯一資產為持有Universe 
Energ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Limited（「Universe Energy」）�0%股權，而Universe Energy



- �� -

持有Universe Oil & Gas (China), LLC（「Universe Oil」）全部股權。Universe Oil主要從事油
田服務業務，並在中國註冊成立。這將有助於本公司實現本集團業務組合多元化。本集
團於二零零九年四月支付可退還之代價保證金約�0,000,000港元。

終止於Transmeridian之建議投資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與Transmeridian Exploration Incorporated簽訂一項投資
協議（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經修訂及重申），據此本公司將於Transmeridian之投資
累計代價約為���,000,000美元（相當於約�,���,000,000港元）。本公司對大多數權益之收
購與其以上游石油及天然氣業務為策略重點相輔相成，即分散本集團資源之地理分佈
及提高總體儲量。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召開之特別股東大會上批准於
Transmeridian之投資建議。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本公司與Transmeridian雙方同意終止投資協議。任一方均不
會就終止協議支付任何貨幣代價。此外，本公司就有關交易協議不被欠亦不欠負任何款
項。本公司簽訂終止協議及交易協定之相關終止對本公司及股東之利益並無重大不利影
響。

仲裁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向Transmeridian採購為數��,000,000美元之石油生產設
備。Transmeridian未能交付該等設備。本公司已聘請法律顧問，並且正在依照國際商會
仲裁規則在新加坡提出仲裁程序。雖然董事會認為相關設備採購合約有效並具約束力，
但基於審慎之會計慣例，本公司就此在財務報表作出全數撥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內財務狀況一直維持穩健，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等同
現金項目為�,���,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000,000港元）。

本集團並無長期借貸，故資產負債比率並不適用。流動比率約為��.��（二零零八年：
��.0�），乃按流動資產�,���,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0�,00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
��,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000,000港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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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自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本集團之資本結構無重大變化。

訂單

因本集團業務性質關係，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訂單記錄。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合共僱用�0名全職僱員。

本集團參考個別員工之表現及當時之市場慣例，以定期檢討及釐定僱員薪酬待遇。薪酬
待遇包括基本薪金、年終花紅、醫療及退休強積金。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交易主要以港元、美元、人民幣及歐元計值。於回顧年度內，美元
及人民幣兌港元之匯率相對穩定。歐元大幅波動，而本集團已於年內就匯兌虧損作出撥
備��,000,000港元。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並無使用金融工具進行對沖。本集團繼續監控
歐元風險敞口，並將採取必要程序以合理成本降低匯率波動。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而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於年
內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並已就
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與管理層進行討論。



- �� -

其他委員會

除審核委員會外，董事會亦已成立薪酬委員會。各委員會均已訂立其職責範圍，並以書
面列明。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操守守則（「標準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守則條
文，惟下文所披露者除外：

守則條文A.�.�本公司尚未設有行政總裁一職，而本公司行政職責乃由執行董事及管理層
履行。因此，本公司重大決策由董事會作出。

守則條文A.�.�非執行董事並無任何特定任期，惟彼等須遵照本公司章程細則最少每三年
輪值告退一次。

刊發年報

二零零九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於本公司網站www.uegl.com.hk 及披露易網
站www.hkexnews.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宏偉

香港，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張宏偉先生、朱軍先生及張美英女士，以及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申烽先生、周少偉先生及朱承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