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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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SIA ENERGY LOGISTICS GROUP LIMITED
亞 洲 能 源 物 流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51）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業績

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同期比較數
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9,084 —

銷售成本 (17,158) —

毛利 1,926 —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2,129 12,147
折舊及攤銷 (6,334) (8,216)
僱員成本 (22,682) (30,824)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6,244) (27,796)
應付或然代價之公平值變動 (17,689) 41,912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14,242) (17,165)
其他經營開支 (20,514) (24,820)
財務成本 5 (55,196) —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128,846) (54,762)
所得稅 7 — —

本年度虧損 (128,846) (5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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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
匯兌海外業務之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 20,395 (174)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108,451) (54,936)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01,069) (47,996)
非控股股東權益 (27,777) (6,766)

(128,846) (54,762)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7,900) (47,974)
非控股股東權益 (20,551) (6,962)

(108,451) (54,936)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9 (0.78)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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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3,763 11,202
無形資產 78,585 88,683
在建工程 1,946,519 1,818,354
鐵路建造預付款 88,962 89,234

2,187,829 2,007,473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 10 48,639 21,622
買賣證券 11 36,234 55,723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 17,025 18,15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152 113,279

115,050 208,77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53,948 48,852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268,618 61,676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之款項 28,039 13,826
應付附屬公司少數權益擁有人之款項 9,303 9,021

359,908 133,375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244,858) 75,39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42,971 2,082,87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123,067 1,212,292
應付或然代價 28,669 10,980

1,151,736 1,223,272

資產淨值 791,235 859,6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134,100 128,570
儲備 443,568 496,91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77,668 625,482
非控股股東權益 213,567 234,118

權益總額 791,235 85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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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組織及業務

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上市，其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柯士甸道西一號環球貿易廣場17樓1708室。

本集團（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連同其共同控制實體組成）的業務包括(i)鐵路建設及營運；及(ii)船運及物流。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編製基準

 合規聲明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
司條例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亦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而該等修訂於本集團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惟對
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截至本綜合財務報表發出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生
效之修訂本、新準則及新詮釋，而本綜合財務報表尚未提早採納該等修訂本、新準則及新詮釋，惟本集團於
本年度提早採納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可收回金額披露」
之修訂本除外。

本集團正評估該等修訂本、新準則及新詮釋於初次應用時預期構成之影響，而董事未能量化對本集團財務報
表之影響。

 計量基準及持續經營假設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就重估按公平值計量之若干金融工具作出調整。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預期自報告期末起計十二個月內將要償還之流動負債淨值244,858,000

港元及金融負債458,178,000港元，超過其流動資產115,050,000港元，該等金融負債主要包括鐵路工程銀行貸款
及相關利息。此外，預計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將產生與鐵路工程資本承擔相關的資本開
支。該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可能會對本集團之持續經營能力構成嚴重影響，因為本集團未必有充
裕的財務資源償付其自報告期末起計十二個月內到期之財務承擔，且本集團可能難以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
其資產及償還其債務。

上述於報告期末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到期之銀行貸款及大部份其他相關流動負債乃源自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
公司承德寬平鐵路有限公司（「寬平公司」）、承德遵小鐵路有限公司（「遵小公司」）及唐山唐承鐵路運輸有限責
任公司（「唐承公司」）（統稱為「鐵路公司」）。於報告期末後，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四日透過其全資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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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訂立三份出售協議，以出售其於寬平公司及遵小公司之大部份股權以及於唐承公司之全部股權，有關詳
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公告。於完成出售鐵路公司之相關權益後，本集團將收到大
量現金款項淨額，而就鐵路建設之承擔及債務亦將大幅減少。

董事已詳細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之現金流預測，並在經計及上述建議出售後
認為本集團將有充裕的營運資金償付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十二個月到期之財務承擔。因此，董
事信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乃屬恰當。

倘若不適宜採納持續經營基準，本公司會作出調整，將資產賬面值撇減至其可收回金額，為可能產生之額外
負債撥備並分別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3. 營業額

營業額亦即收入，指就定期租船業務已收及應收之金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船收入 19,084 —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者所審閱並賴以作出戰略決策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由於主要營運決策者評估分
部表現所用之分部業績計量不包括中央收入及開支，因此該等收入及開支不會分配至營運分部。

本集團認為其自二零一三年九月開始獲得租船收入後擁有兩個報告分部。為符合本年度之分類，截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共同控制實體經營並分類為「未分配」之經營分部「船運及物流」被重新分類
為報告經營分部。由於各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並需要不同業務策略，因此各分部之管理工作乃獨立進
行。本集團各報告分部之業務概述如下：

— 鐵路建設及營運

— 船運及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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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各報告分部之收入、損益、資產與負債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鐵路建設 

及營運
船運 

及物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分部收入 — 19,084 19,084

分部虧損 (68,634) (22,465) (91,099)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 5 — 5

利息開支 (55,184) — (55,18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532) (281) (1,813)

無形資產攤銷 — (3,854) (3,854)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6,244) (6,24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14,242) (14,242)

經營租賃付款 (569) (15,305) (15,874)

年內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71,418) (63,994) (135,412)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鐵路建設 

及營運
船運 

及物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分部收入 — — —

分部虧損 (15,874) (50,066) (65,940)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966) — (1,966)

無形資產攤銷 — (5,076) (5,076)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27,796) (27,79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17,165) (17,165)

經營租賃付款 (640) — (640)

年內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279,320) — (279,320)

下表呈列分部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分部虧損 (91,099) (65,940)

其他收入 1,203 1,828

買賣證券收益淨額 10,684 10,361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減值虧損 (1,125) (5,267)

應付或然代價之公平值變動 (17,689) 41,912

其他未分配企業開支 (30,820) (37,656)

除所得稅前綜合虧損 (128,846) (5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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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鐵路建設及營運 2,070,099 1,957,848

船運及物流 157,821 98,760

分部資產 2,227,920 2,056,608

無形資產 1,000 1,000

買賣證券 36,234 55,723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 17,025 18,150

其他未分配公司資產 20,700 84,766

綜合資產總值 2,302,879 2,216,247

負債
鐵路建設及營運 1,448,385 1,327,617

船運及物流 30,748 14,343

分部負債 1,479,133 1,341,960

應付或然代價 28,669 10,980

其他未分配公司負債 3,842 3,707

綜合負債總額 1,511,644 1,356,647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主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董事認為提供船運服務乃跨國經營，其業務性質導致無法按照特定地區分部對經營溢利進行有意義的分配，
故並無呈列本集團收入之地區分部資料。

 主要客戶

來自本集團船運及物流分部之主要客戶的收入佔本集團收入10%或以上，詳列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8,791 —

客戶B 5,941 —

客戶C 2,351 —

客戶D 2,001 —

19,0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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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利息
— 須予五年內全額償還 3,387 —

— 須予五年後全額償還 104,447 98,988

借貸成本總額 107,834 98,988

減：在建工程特定借款予以資本化之金額 (52,638) (98,988)

55,196 —

6.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證券之收益淨額
— 買賣證券之公平值變動 80,190 10,361
— 買賣證券之出售虧損 (69,506) —

10,684 10,36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於銷售成本內確認 281 —

— 於行政開支內確認 2,480 3,140

無形資產攤銷 3,854 5,076

6,615 8,216

僱員成本
—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0,836 22,947
— 以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1,583 7,617
— 退休計劃之定額供款 263 260

22,682 30,824

核數師酬金 978 900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6,244 27,796

提供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減值虧損 1,125 5,26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234) 50

有關以下各項之經營租賃之租金
— 土地及樓宇 4,462 4,224
— 船舶 15,305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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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本年度之所得稅與會計虧損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 (128,846) (54,762)

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率25%計算之稅項（二零一二年：25%） (32,211) (13,690)

稅率差別之稅務影響 6,925 3,214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23,772 15,512

毋須課稅項目之稅務影響 (13,460) (8,743)

未確認稅項虧損及暫時差額之稅務影響 14,974 3,707

本年度所得稅 — —

香港利得稅（如有）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二年：16.5%）計算。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
法，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25%（二零一二年：25%）。

8.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派付或宣派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9. 每股虧損

(a)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101,069 47,996

 (b)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目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目約為12,949,446,000股（二零一二
年：12,857,027,100股）。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0.78 0.37

(c) 由於行使購股權而可發行的普通股及或然代價股份具反攤薄效應，故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和每股
基本虧損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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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 84,539 57,522

減：減值撥備 (35,900) (35,900)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淨額 48,639 21,622

兩個年度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並無變動。

11. 買賣證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上市之股票
— 按公平值 36,234 55,723

就於報告期末暫停買賣之投資而言，公平值乃參考暫停買賣前最後一個交易日之報價及董事認為恰當之其他
可獲得資料而計量。該等投資的賬面值為零港元（二零一二年：6,405,000港元）。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 即期及最多30天 553 —

應付建設成本 43,524 43,582

其他應付款項 9,871 5,270

53,948 4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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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法定、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年初及年終 120,000,000,000 120,000,000,000 1,200,000 1,200,000

每股0.01港元之A類優先股：
於年初及年終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 100,000

每股0.01港元之B類優先股：
於年初及年終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年初 12,857,027,100 12,857,027,100 128,570 128,570

根據配股計劃發行之股份 553,000,000 — 5,530 —

於年終 13,410,027,100 12,857,027,100 134,100 128,570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本公司以每股0.072港元之價格合共配售及發行553,000,000股普通股，經扣除發行
費用1,313,000港元後獲得所得款項淨額38,50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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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以下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意見」
一段之摘錄。

意見

本核數師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並已
按照香港公司條例妥為編製。

重點事項

在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吾等敬請 閣下垂注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b)，當中載列 貴集團於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預期自報告期末起計十二個月內將要償還之流動負債淨額244,858,000
港元及金融負債458,178,000港元，超過其流動資產115,050,000港元，該等金融負債主要包括鐵路
工程銀行貸款及相關利息（詳情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8(b)）。此外，預計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將產生與鐵路工程資本承擔相關的資本開支，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3。
該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可能會對 貴集團之持續經營能力構成嚴重影響。

業務回顧

分部資料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鐵路建設及營運以及船運及物流。

鐵路建設及營運

本集團於鐵路建設及營運的投資始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如本公司過去的財務報告所披露，建設
進度因出現不可預見之情況而嚴重延誤。儘管本集團繼續設法加快建設進度，但仍未能趕及目
標竣工日期。根據對建設進度作出之最新評估，預計竣工日期將被進一步推遲至二零一四年年
底。

本公司一直密切監控及檢查鐵路建設整體進度，以評估進度延誤對本公司營運及本集團整體財
務狀況可能產生之影響。遵小鐵路完工長期延誤以及對額外資金的迫切需求對本集團的有限財
務資源造成壓力。本公司一直在調查解決這些問題的各種方案，以盡可能降低對本集團現金流
及財務狀況之潛在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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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運及物流

本集團一直透過從事船運業務之合營公司（「合營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合營集團」）進行
其船運業務。於回顧年度，船運市場未出現預期般復甦，大部分時間市況保持疲弱。然而，船
運市場自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起呈現回暖跡象。考慮到船運市場可能好轉，加上為了重組本集
團現有業務和投資組合以及擴闊及拓展其船運業務經營範圍，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九月開始其
自有貨船租賃業務。除於二零一三年九月租賃一艘運力約為55,000載重噸（「載重噸」）的貨船MV 
Jin Yuan外，本公司亦以約8,000,000美元（相等於約62,240,000港元）之價格購入一艘運力約為
28,000載重噸之散貨船MV Tremonia，有關收購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三年十月
二十九日、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四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之公告。MV Tremonia已於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初投入營運。MV Tremonia目前訂有一份將於二零一四年四月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到期之期租合約。本集團一直在積極為MV Tremonia尋求預期可訂立一至二年期租合約營運之
新合約。

自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收購兩艘靈便型貨船以來，合營集團並
未按計劃進一步收購餘下兩艘貨船。合營集團之訂約方目前正就延長收購另外兩艘貨船的期限
進行磋商，本公司將於適當時侯作出進一步公告。

展望

本集團已檢討其現有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旨在為其日後業務發展制定業務方案及策略。其於
二零一三年九月開始租船業務及收購MV Tremonia乃推進本集團進一步發展及擴闊其船運業務
之舉。鑑於船運市場出現回暖跡象，預期本集團之船運業務營運將在未來數年受惠於改善的船
運市場環境並開始為本集團帶來貢獻。

董事會將積極尋求其他投資商機以及研究開拓其他業務領域的可行性，以求令本集團業務更加
多元化，並提升本集團盈利能力以及股東價值。

購入、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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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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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末後事項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四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國鐵路物流控股有限公司訂立出售協
議，以轉讓其於承德遵小鐵路有限公司及承德寬平鐵路有限公司以及唐山唐承鐵路運輸有限公
司分別持有之相關權益，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公告。

企業管治常規

維持高水準之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乃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一貫之承擔，以保障股東之利益及
提升本集團之表現。本公司已採納及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原則。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惟下文所述偏離
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自二零零零年三月以來，本公司主要執行人員（「主要執行人員」）職位一直懸空。主要執行人員
之職責由本公司其他執行董事履行。由於各董事之責任有明確界定，故主要執行人員一職懸空
對本集團之營運並無任何重大影響。然而，董事會將不時檢討董事會之現行架構。如有具備合
適知識、技術及經驗之人選，董事會將於適當時委任主要執行人員。

守則條文第A.6.7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其中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均應出
席股東大會。非執行董事孫瑋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薛鳳旋教授因另有其他公務而未有出席於
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就本集團初步業績公告中於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與本集團
該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核對一致。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執
行之相關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
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對初步業績公告
發出任何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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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以書面方式訂立其職權範圍。審核委
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志遠先生（主席）、張曦先生及薛鳳旋教授）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業績。

刊登年度業績及年報

本年度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aelg.com.hk)刊
登。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
登載於上述網站以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梁軍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梁軍先生、馮嘉強先生及余秀麗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于寶東先生（主席）、孫瑋女士及謝安建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遠先生、張曦先
生及薛鳳旋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