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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Ocorian Trust (Cayman) Limited

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茂名茂港支行）
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法律顧問
龍炳坤、楊永安律師行
香港中環
皇后大道中29號
華人行16樓1603室

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及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香港中環
太子大廈22樓

股份代號
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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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天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經營兩個向公眾開放的散貨專用碼
頭，即天源碼頭及正源碼頭。兩個碼頭均位於茂名港的水東港區。

我們的主要業務包括：

(i) 散貨裝卸服務。我們的碼頭相當靈活，能夠處理多種非裝箱貨物。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報告期」），我們主要處理煤炭、石英砂、油產品、糧食、瀝青及高嶺土等散貨以及小部
分散雜貨及件散貨；

(ii) 相關配套增值港口服務，主要包括油罐及糧倉的儲存服務以及鏟車租賃；及

(iii) 供應及出售油產品。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實現總貨物吞吐量約2,031千噸，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約2,248千噸減少約217千噸或約9.7%。該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錄得的煤炭、糧食及油產品吞吐量低於去年同期。該等貨品吞吐量較低主要由
於需求下降所致。

相比去年同期，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錄得的貨物處理費平均售價略微上升。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持續提高其服務質量及加強與其主要客戶的關係，並進一步拓寬其客戶群。

於報告期內，油產品銷售產生的收益隨著需求上升而增加，佔本集團總收益約78.5%。

有見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本集團採取了極其嚴厲的防控措施，務求將其對我們營運的影響降
至最低。我們的營運在生產安全、環境保護及良好衛生環境上維持高標準是我們的首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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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約為人民幣198.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96.5%。收益
增加主要由於報告期內油產品銷售產生的收益增加約人民幣101.7百萬元，其乃主要由於需求上升所
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提供裝卸服務收益 42,091 45,641 (3,550) (7.8)

出售油產品收益 155,947 54,276 101,671 187.3

租金收入 721 1,245 (524) (42.1) 

總計 198,759 101,162 97,597 96.5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裝卸服務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約7.8%至約人民幣42.1百
萬元。減少主要由於總吞吐量因若干主要貨物種類的需求下降而有所減少。

裝卸服務收益減少主要由於處理煤炭、糧食及油產品產生的收益減少，有關減少被處理高嶺土及石英
砂產生的收益增加所部分抵銷。本集團於報告期內處理的散貨主要類型總體上與去年同期相同。

受需求上升所帶動，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油產品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87.3%至
約人民幣155.9百萬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租金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約42.1%。減少主要由於報告
期內若干客戶並未重續其租賃協議所致。

銷售成本
我們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1.4百萬元上升約137.8%至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69.8百萬元。此乃主要由於報告期內出售油產品錄得已售商
品成本約人民幣149.8百萬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2.4百萬元）。增加亦由
於僱員褔利開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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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9.8百萬元減少約2.6%至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9.0百萬元。

毛利減少主要由於如上文所述，貨物處理及配套服務分部的毛利因其收益減少而有所減少。

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9.4%下降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約14.6%。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貨物處理及配套服務分部的毛利率為約53.3%，而去年同期則
為約59.4%。下降主要由於收益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油產品分部的毛利率為約3.9%，而去年同期則為約3.5%。

其他收益 — 淨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益 — 淨額約人民幣612,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93,000元）主要包括外匯收益淨額及其他。

銷售及行政開支
銷售及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6.6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4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僱員福利開支及其他開支增加所致。

財務成本 — 淨額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財務成本淨額約人民幣1.8百萬元主要包括銀行借款及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2百萬元）。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分佔一間合營企業虧損約人民幣990,000元（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6.3百萬元減少約6.5%至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5.9百萬元。減少主要由於報告期內錄得的應課稅溢利較去
年同期為低。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9.6百萬元（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1.4百萬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主要是由於如上文所述貨物處理及配套服務分部的毛利率下降，以及在報
告期內分佔一間合營企業虧損所致。



7 天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2O21年中期報告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134.1百萬元，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流動資產淨值則為約人民幣139.1百萬元。

借款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借款約為人民幣45.7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人民幣45.7百萬元）。計息借款將有助本集團貿易業務的發展及對合營企業的投資，預計該公司將從
事國際能源貿易、石化貿易及投資位於中國湛江的倉庫設施業務。本集團的計息借款主要以人民幣（「人
民幣」）計值。本集團的計息借款約人民幣45.7百萬元須於一年內償還。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資
產負債比率（定義為總債務除以總權益）約為13.2%（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2.8%）。

財資政策
本集團對財資及融資政策取態審慎，集中於風險管理及與本集團業務有直接關係的交易。資金主要以
人民幣及港元計值。

資本架構
本集團資本架構包括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其中主要包括已發行股本、股份溢價及保留盈利。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投資、主要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除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並無涉及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重大投資、主要收購事項或出售事項（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資產質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包括若干土地使用權、海域使用權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總賬
面值為約人民幣42.3百萬元）在內的若干已質押資產，作為一間中國銀行授予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的抵
押品（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3.6百萬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本集團的功能貨幣人民幣進行，其主要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均以人民幣列值。本
集團的外匯風險主要關乎若干以港元列值的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對沖涉及外幣交易及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的其他金融資產
及負債的波動（去年同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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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人力資源及薪酬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有238名僱員（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227名僱員）。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總員工成本約人民幣11.7百萬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人民幣10.1百萬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員工人數有所增加以及由於在二零二一年未獲給予供款
豁免，使報告期內繳納的社保供款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本集團的薪酬待遇一般參照市場條款及
個人表現而制定。

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申請程序更新
如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所披露，茂名市天源碼頭經營有限公司（「天源」）仍在
為一幅地盤面積為2,589.3平方米的地塊申請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天源在該幅地塊上興建辦公樓、內部
倉庫及入口門衛室。有關當局告知天源該申請仍在等待批准且由於當局保管的這塊土地的記錄不足，
處理過程需要更多時間且處理時間仍不確定。儘管有上述規定，但由於公司未將其用於碼頭業務，並
且於往績記錄期（定義見招股章程）直至本中期報告日期，上述土地未給公司帶來應佔收入，因此對我
們的業務運營無任何影響。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上述相關進一步進展作出公告。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未來計劃
除本中期報告中所披露的業務計劃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計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為約人民幣712,000元（於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5百萬元）。

展望及前景
預計出售油產品將繼續為本集團收益的主要增長動力，我們會堅持核心戰略和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把
握市場新趨勢和發展。

本集團將繼續提高其經營效益，努力拓寬其貨源並使貨物品種多樣化，務求達致貨物吞吐量增長。我
們將繼續保持及推動我們在生產安全、環境保護、服務質量控制、良好衛生環境及風險管理措施上的
高標準。我們或會探求進一步擴大貨物裝卸服務的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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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董事會深知良好企業管治標準及內部程序對實現有效問責及提升股東價值至關重要。自二零二一年一
月一日起及直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各項除外：

1.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董事會認為，由於
所有重大決定均經由董事會成員及適當的董事委員會商議後才作出，故董事會已具備足夠的權力
及授權分佈平衡。此外，董事會包含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按照各自經驗和專業知識從不同角度
就董事會事務提供獨立建議和意見。因此，憑藉楊金明先生對本集團業務的深入了解且掌握豐富
營運經驗，彼同時出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

2. 守則條文C.2.5規定發行人須設有內部審計職能。本公司並無設立獨立內部審計部門，但董事會已
採取適當措施，履行與不同層面相關的內部審計職能，包括(i)董事會已制定正式安排，於會計及
財務事宜上應用財務申報及內部控制原則，以確保遵守上市規則以及所有相關法律及法規，及(ii)

本公司擬於下半年委聘外部顧問以對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釐定的範疇進行內部檢討。考慮
到本集團經營的規模及複雜程度，本公司認為現有組織架構及管理層的密切監管可使本集團維持
充分的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然而，董事會將不時檢討設立內部審計職能的必要性，並可能於有
需要時成立內部審計團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
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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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
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i)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相關條
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
益及淡倉；或(iii)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的權益

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的普通股 

數目（好倉）
於本公司股權 

概約百分比

楊金明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 423,000,000 70.5%

楊帆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 27,000,000 4.5%

附註：

1. 楊金明先生實益擁有漢福企業有限公司100%已發行股本，漢福企業有限公司擁有本公司423,000,000股股份。因此，就

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楊金明先生被視為或被當作於漢福企業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楊金明先生為漢

福企業有限公司的唯一董事。

2. 楊帆先生實益擁有復港控股有限公司100%已發行股本，復港控股有限公司擁有本公司27,000,000股股份。因此，就證券

及期貨條例而言，楊帆先生被視為或被當作於復港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楊帆先生為復港控股有

限公司的唯一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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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的權益

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持有的普通股
數目（好倉）

股權概約 

百分比

楊金明先生 漢福企業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 100%

除上文所披露者並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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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任
何其他(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的相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
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iii)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並非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
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
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權益登記冊內的權益或
淡倉：

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 

持有的普通股 

數目（好倉）
股權概約 

百分比

漢福企業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423,000,000 70.5%

Zhang Dan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 423,000,000 70.5%

附註：  Zhang Dan女士為楊金明先生的配偶，楊先生實益擁有漢福企業有限公司100%已發行股本，而漢福企業有限公司 

擁有本公司423,000,000股股份。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Zhang Dan女士被視為或被當作於楊金明先生透過漢福

企業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
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
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或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權益登記冊
內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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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於報告期內，購股權計劃項下概
無任何購股權已授出或已同意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因此，於報告期內概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的權益及利益衝突
除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控股股東權益 — 不競爭承諾」一節所披露者外，於
報告期內，概無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在直接
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而彼等於報告期內亦無與本集團有任何
其他利益衝突。

審計委員會及中期業績審閱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3.22條及企業管治守則條文C3.3設立審計委員會，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審
計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彭漢忠先生（擔任主席）、鄔錦雯教授及黃耀輝先生。審計委
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中期業績，並認為未經審計中期業
績的編製已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

審計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中期業績及本中期
報告。審計委員會對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處理並無異議。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彼
等各自已確認其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

報告期後重要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及直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概無任何重要事項發生。

代表董事會

主席兼行政總裁
楊金明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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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天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2O21年中期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益 6 198,759 101,162

銷售成本 8 (169,777) (71,398) 

毛利 28,982 29,764

其他收益 — 淨額 7 612 193

銷售及行政開支 8 (7,386) (6,559) 

營運溢利 22,208 23,398 

財務成本 — 淨額 (1,762) (1,158)

財務收入 6 35

財務成本 (1,768) (1,193)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990) —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456 22,240

所得稅開支 9 (5,931) (6,346) 

期內溢利 13,525 15,89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3,525 15,894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551 11,355

非控股權益 3,974 4,539 

13,525 15,8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基本及攤薄 10 0.016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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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156,210 156,106
使用權資產 12 50,134 50,162
無形資產 14 183 202
於一間合營企業的投資 15 12,474 13,464
預付款項 18 1,987 2,486
遞延所得稅資產 6 6 

220,994 222,426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6 39,609 32,312
應收關聯方款項 16 1,100 1,162
存貨 17 164,138 149,462
預付款項及其他資產 18 317 739
受限制現金 1,130 1,130
定期存款 4,912 2,2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972 38,801 

236,178 225,879 

總資產 457,172 448,30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9 4,895 4,895
股份溢價 19 184,478 204,878
其他儲備 (20,473) (20,934)
保留盈利 129,721 120,631 

298,621 309,470

非控股權益 55,450 51,476 

權益總額 354,071 36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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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2 742 322
遞延所得稅負債 281 281 

1,023 603 

流動負債
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20 — 22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 8,030 13,964
借款 21 45,700 45,700
合約負債 42,067 19,290
即期所得稅負債 5,917 7,494
租賃負債 12 354 73
遞延所得稅負債 10 10 

102,078 86,756 

總負債 103,101 87,359 

總權益及負債 457,172 44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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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未經審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資本 

儲備 資本盈餘

法定盈餘 

儲備

生產安全 

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4,895 204,878 (64,894) 31,021 5,500 7,439 120,631 309,470 51,476 360,946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9,551 9,551 3,974 13,525

轉撥至生產安全儲備 — — — — — 461 (461) — — —

二零二零年末期股息 — (20,400) — — — — — (20,400) — (20,40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4,895 184,478 (64,894) 31,021 5,500 7,900 129,721 298,621 55,450 354,071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4,895 224,078 (64,894) 31,021 5,500 7,068 100,194 307,862 48,823 356,685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11,355 11,355 4,539 15,894

轉撥至生產安全儲備 — — — — — 189 (189) — — —

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 — (19,200) — — — — — (19,200) — (19,20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4,895 204,878 (64,894) 31,021 5,500 7,257 111,360 300,017 53,362 353,379

第18至38頁的附註為構成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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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 24,175 28,955

已收利息 6 35

已付利息 (1,725) (1,166)

已付所得稅 (7,508) (6,459)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4,948 21,365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5,361) (5,044)

購買海域使用權 (166) —

購買無形資產 — (24)

定期存款增加 (2,639) (34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166) (5,412)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借款所得款項 — 20,000

已付本公司擁有人股息 (20,400) (19,200)

租賃付款本金部分及利息部分 (211) (259)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0,611) 54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3,829) 16,49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801 123,523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972 14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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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1 一般資料 
天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在開
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散雜貨裝卸服務、供應及出售油產品及相關
配套增值港口服務。本集團的最終控股股東為楊金明先生（楊先生或「控股股東」）。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除另有指明外，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中期財務
資料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但未經審計。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二零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而該財務報表乃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並載於本集團於中期報
告期間刊發的公眾公告。

3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外，所採用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
者一致，其詳情載於有關年度財務報表。

 (a) 本集團已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期間已採用以下準則的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2019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期

採納該等準則及所披露的新會計政策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無產生任何重大影響，亦毋須進
行追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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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3 會計政策（續）
 (b)  已頒佈但尚未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及本集團尚未提前採納的新訂準則

及現有準則的修訂本 

於以下日期或 

之後開始的 

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本）
更新對概念框架的提述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的年度改進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會計指引第5號（經修訂） 經修訂會計指引第5號共同控制之合併
的會計處理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會計估計之定義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借款人對包含於要求時償還之條款的 

定期貸款的分類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 

出售或注入資產
待定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準則及修訂本的影響。根據本集團作出的初步評估，預期該等新
訂準則及修訂本生效時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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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均影響會計政策的
應用及所呈報的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金額。實際業績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於編製本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所作的重大判斷以及估計不確定因素的主
要來源，與二零二零年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5 財務風險管理
 5.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在開展業務過程中承受各類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及公平值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本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的全部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露內容，並應與
二零二零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自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風險管理政策並無任何變動。

 5.2 流動資金風險
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本集團監控及維持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在管理層認為足夠的水平，以為
本集團的運營提供資金並減少現金流量波動的影響。本集團預期繼續透過經營所得內部現金
流量及來自金融機構的借款應付日後現金流量需求。

本集團的所有金融負債均於報告期末起計一年內到期。

 5.3 公平值估計
由於到期日較短，本集團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定期存款、受限制現金貿易及
其他應收款項以及應收關聯方款項）及金融負債（包括借款、租賃負債、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及應計款項以及應付一名關聯方的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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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部資料及收益
管理層根據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所審閱的報告釐定經營分部。主要經營決策者負
責配置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從而被確定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

主要經營決策者確認兩個呈報分部如下：

貨物處理及配套服務：提供裝卸服務及相關配套增值港口服務；

出售油產品：供應及出售油產品。

分部間交易按公平磋商進行。

概無呈列地區資料，因本集團的所有收益及經營溢利均來自中國，且本集團的所有營運資產均位
於中國，其被認為一個具有類似風險及回報的地理位置。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分部資料列示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貨物處理及 

配套服務 出售油產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分部收益總額 42,812 155,947 198,759

—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42,812 155,947 198,759

分部業績 — 毛利 22,838 6,144 28,982

其他收益 — 淨額 612

行政及銷售開支 (7,386)

財務成本 — 淨額 (1,762)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990)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456

所得稅開支 (5,931)   

期內溢利 13,525   

其他資料：
— 折舊及攤銷 6,184 155 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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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部資料及收益（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分部資料列示如下：（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貨物處理及 
配套服務 出售油產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分部資產 275,199 168,769 443,968
未分配資產：
— 總部 724
— 於一間合營企業的投資 12,474
— 遞延所得稅資產 6   

總資產 457,172   

分部負債 11,510 39,683 51,193
未分配負債：
— 當期所得稅負債 5,917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1
— 借款 45,700   

總負債 103,101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料列示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貨物處理及 
配套服務 出售油產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分部收益總額 46,886 54,276 101,162
—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46,886 54,276 101,162
分部業績 — 毛利 27,873 1,891 29,764
其他收益 — 淨額 193
行政及銷售開支 (6,559)
財務成本 — 淨額 (1,158)

除所得稅前溢利 22,240
所得稅開支 (6,346)

期內溢利 15,894

其他資料：
— 折舊及攤銷 6,042 155 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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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部資料及收益（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料列示如下：（續）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貨物處理及 
配套服務 出售油產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計） （經審計） （經審計）

分部資產 280,281 154,245 434,526
未分配資產：
— 總部 309
— 於一間合營企業的投資 13,464
— 遞延所得稅資產 6

總資產 448,305

分部負債 16,849 17,025 33,874
未分配負債：
— 當期所得稅負債 7,494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1
— 借款 45,700

總負債 87,359

(a) 本集團於某一時點及隨時間轉移貨品及服務獲得收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提供裝卸服務收益 42,091 45,641
銷售產品收益 155,947 54,276
租金收入 721 1,245 

198,759 101,162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認之收益 
— 隨時間 42,812 46,886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認之收益 

— 於某一時點 155,947 54,276 

198,759 101,162 

租金收入於租賃期內按比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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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部資料及收益（續）
(b) 以下來自與外部客戶進行的交易的收益佔本集團收益的10%或以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客戶A： 155,947 54,276 

7 其他收益 — 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外匯收益淨額 273 59

其他 339 134 

612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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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已售貨品成本 149,803 52,385

僱員福利開支 11,652 10,14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附註13） 5,257 5,006

使用權資產折舊（附註12） 1,063 1,176

勞工服務費 2,405 2,672

維修及維護開支 1,019 995

燃料開支 809 843

水電 706 679

營業稅及其他徵費 792 630

保險成本 328 309

運輸成本 277 259

專業服務開支 947 768

差旅開支 367 259

生產安全開支 411 916

無形資產攤銷（附註14） 19 15

辦公室開支 170 201

其他開支 1,138 702 

銷售成本、銷售及行政開支總額 177,163 77,957 

9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乃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並據此獲豁免繳納開曼群
島所得稅。本公司位於英屬處女群島的直接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公司法註冊成
立，並據此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由於集團實體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
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中國內地業務經營的所得稅撥備乃
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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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續）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
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實體的標準稅率為25%。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境外直接控股公司的中國附屬公
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後自所賺取溢利中宣派股息，須繳納10%的預扣稅。倘中國附屬公司的
直接控股公司於香港成立，並符合中國內地和香港相關機關訂立的稅務條約安排的規定，則可應
用較低的5%預扣稅稅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即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5,931 6,346 

遞延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5,931 6,346 

10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9,551 11,35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600,000 600,000 

每股基本盈利（以人民幣列示） 0.016 0.019 

 (b) 攤薄
已呈列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原因為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具攤薄效應的已發行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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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12 租賃
 (a) 於資產負債表中確認的金額

資產負債表所示與租賃有關的金額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使用權資產
辦公樓宇 1,055 370

海域使用權 8,874 8,854

土地使用權 40,205 40,938 

50,134 50,162 

租賃負債
流動 354 73

非流動 742 322 

1,096 39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為人民幣609,000元的海域使用權被抵押，作為本集團借
款的抵押物（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17,000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為人民幣18,151,000元的部分土地使用權被抵押，作為本
集團借款的抵押物（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461,000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不存在未列入租賃負債但會導致未來潛在現金流出的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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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租賃（續）
 (b) 於損益表中確認的金額

損益表所示與租賃有關的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使用權資產折舊費用
辦公樓宇 184 234

海域使用權 146 146

土地使用權 733 796 

1,063 1,176 

利息開支（計入融資成本） 43 27 

 (c) 本集團的租賃活動
本集團租賃多個辦公室。出租合約通常為3至10年的固定期限。租賃協議並無規定任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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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樓宇 碼頭設施 裝載設備 儲存設施 辦公設備 運輸設備 租賃裝修 在建工程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計）

期初賬面淨值 10,815 111,393 23,255 4,783 441 543 276 4,600 156,106

添置 98 192 301 — 128 5 — 4,637 5,361

轉撥 61 18 1,521 — — — — (1,600) —

折舊費用 (333) (3,260) (1,331) (155) (112) (58) (8) — (5,257)         

期末賬面淨值 10,641 108,343 23,746 4,628 457 490 268 7,637 156,21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

成本 16,577 163,975 45,676 8,929 2,800 1,668 354 7,637 247,616

累計折舊 (5,936) (55,632) (21,930) (4,301) (2,343) (1,178) (86) — (91,406)         

賬面淨值 10,641 108,343 23,746 4,628 457 490 268 7,637 156,210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經審計）

年初賬面淨值 11,500 110,588 24,851 5,093 385 369 292 4,765 157,843

添置 — 1,129 958 — 208 253 — 5,904 8,452

轉撥 30 5,854 185 — — — — (6,069) —

折舊費用 (715) (6,178) (2,739) (310) (152) (79) (16) — (10,189)

年末賬面淨值 10,815 111,393 23,255 4,783 441 543 276 4,600 156,106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計）

成本 16,418 163,765 43,854 8,929 2,672 1,663 354 4,600 242,255

累計折舊 (5,603) (52,372) (20,599) (4,146) (2,231) (1,120) (78) — (86,149)

賬面淨值 10,815 111,393 23,255 4,783 441 543 276 4,600 156,10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為人民幣23,544,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抵押作本集團借款
的抵押品（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54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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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4 無形資產

計算機軟件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期初賬面淨值 202

攤銷費用 (19) 

期末賬面淨值 (183)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成本 473

累計攤銷 (290) 

賬面淨值 183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計）
年初賬面淨值 205

添置 31

攤銷費用 (34)

年末賬面淨值 202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計）
成本 473

累計攤銷 (271)

賬面淨值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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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5 於一間合營企業的投資
合營企業使用權益法入賬，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變動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期初賬面淨值 13,464 —
添置 — 13,889
分佔業績 (990) (425) 

期末賬面淨值 12,474 13,464 

(a) 本集團合營企業的詳情載列如下：

實體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擁有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富地天源石化有限公司 香港 30 投資控股

富地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為合營企業的另一名合夥人，持有其餘70%股權，其主要於中國從事
燃料油與天然氣相關的能源投資及買賣。之所以成立合營企業，乃旨在投資湛江的若干燃料
油產品倉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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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關聯方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貿易應收款項 12,699 9,150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 —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12,699 9,150 

可收回增值稅 21,211 21,282
應收票據 — 第三方 5,342 1,404
其他應收款項 — 第三方 357 476 

39,609 32,312 

應收關聯方款項（附註23(d)） 1,100 1,162 

(a) 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期一般在30至180天以內。於有關結算日，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款
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少於30天 9,678 6,817

31至60天 2,871 595

61至90天 150 450

90至180天 — 1,288 

12,699 9,150 

(b) 本集團於有關結算日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關聯方款項以人民幣計值。

(c)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關聯方
款項的公平值因於短期內到期而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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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7 存貨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油產品 164,138 149,462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為開支並計入損益「銷售成本」的存貨成本為人民幣
149,803,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2,385,000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存貨撇減（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18 預付款項及其他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建設及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1,987 2,486

電力及其他開支預付款項 317 739 

2,304 3,225

減：預付款項非即期部分 (1,987) (2,486) 

預付款項即期部分及其他資產 317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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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9 股本及股份溢價

股本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面值
普通股 

同等面值 股份溢價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並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計）及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600,000,000 6,000 4,895 224,078

已付本公司擁有人的股息 — — — (19,200)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計）及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600,000,000 6,000 4,895 204,878

已付本公司擁有人的股息 — — — (20,40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600,000,000 6,000 4,895 184,478    

2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及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應計員工成本及津貼 3,171 5,85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025 6,214

其他應付稅項 1,834 1,898 

總計 8,030 13,964 

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附註23(d)） — 225 

(a) 本集團於各結算日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及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以人民幣及港
元計值。

(b)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費用
及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的公平值因於短期內到期而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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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21 借款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
— 有抵押銀行借款 45,700 45,70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借款人民幣45,700,000元以本集團的若干土地使用權（附註12）、物
業、廠房及設備（附註13）和海域使用權（附註12）及關聯方（附註23(e)）作抵押（於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5,700,000元）。

22 承擔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對收購及建設物業、廠房及設備
的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712 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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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23 關聯方交易
 (a) 名稱及與關聯方關係

姓名╱名稱 關係

楊先生 控股股東
Zhang Dan女士 控股股東的配偶
茂名市天源商貿發展有限公司 

（「茂名天源」）
天源碼頭及正源碼頭前控股公司

茂名天源石化有限公司（「天源石化」） 由楊先生控制
佛山市順德燃料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順德石化」）
由楊先生控制

廣西北海和源石化有限公司（「和源石化」） 由楊先生控制
廣東粵祥天源控股有限公司（「粵祥天源」） 由楊先生控制

 (b) 與關聯方的重大交易
本集團與關聯方的重大交易如下：

(i)  控股股東將一間辦公室出租予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用作其註冊辦公室，由二零二一
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月收取32,000港元租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支付予楊先生的辦公室租金 162 218 

  (ii)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一年二月期間，天源石化為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租賃油
罐，以儲存供銷售的油產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租賃開支 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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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23 關聯方交易（續）
 (b) 與關聯方的重大交易（續）
  (iii) 向關聯方提供裝卸服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提供裝卸服務的收益
─ 天源石化 1,845 2,511
─ 茂名天源 3,034 2,767 

4,879 5,278 

 (c) 主要管理層薪酬
除董事酬金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主要管理層薪酬載列如
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薪金、工資及花紅 808 812
退休計劃供款 23 16
福利、醫療及其他開支 3 3 

834 831 

 (d) 與關聯方結餘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i) 應收關聯方款項
— 天源石化 764 826
— 茂名天源 336 336 

1,100 1,162 

(ii)應付天源石化款項 —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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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23 關聯方交易（續）
 (d) 與關聯方結餘（續）

應收關聯方款項及應付一名關聯方款項均為無抵押、無利息及按與關聯方協定的條款收取╱
償還。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iii) 應付予楊先生的租賃負債 736 — 

 (e) 擔保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楊先生、Zhang Dan女士、茂名天源、順德石化、 
和源石化及粵祥天源就本集團信貸融資提供的擔保 100,000 100,000 

有關上述關聯方就本集團的信貸融資提供的無償擔保，請參閱附註21。

24 結算日後事項
自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起直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期間概無任何重要事項發生而影響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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