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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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ESE PEOPL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收入減少4.16%至約人民幣10.01億元（2019年：人民幣10.45億元），主要由於罐裝燃氣銷售及分
銷量輕微減少。

本期間溢利約人民幣116.55百萬元（2019年：人民幣111.70百萬元），增加4.35%。

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1.04分（2019年：人民幣0.95分）。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2019年：無）。

中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綜合業績，連同2019期間之未經
審核比較數字。該等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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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2020 2019

附註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1,001,456 1,044,891

銷售及服務成本 (817,198) (864,315)
  

毛利 184,258 180,576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1,064) (5,769)

其他收入 5 20,829 12,233

財務成本 6 (5,627) (5,730)

銷售及分銷開支 (71,040) (72,442)

行政開支 (61,852) (60,29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814 18,667

應佔合資企業業績 59,044 59,786
  

除稅前溢利 7 135,362 127,031

所得稅開支 8 (18,810) (15,339)
  

本期間溢利 116,552 111,69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
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之公允值變動（除稅淨額） 7,698 (6,957)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24,250 10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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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2020 2019

附註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下列應佔之本期間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93,155 85,145

 非控股權益 23,397 26,547
  

116,552 111,692
  

下列應佔之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0,968 79,186

 非控股權益 23,282 25,549
  

124,250 104,735
  

每股盈利 10 人民幣 人民幣

 －基本 1.04分 0.95分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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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2020年9月30日

於於
2020年9月30日2020年9月30日

於
2020年3月31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51,238 820,866

 投資物業 16,780 16,780

 使用權資產 91,034 91,884

 商譽 7,349 7,064

 無形資產 22,528 23,13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35,373 126,726

 於合資企業之權益 1,328,730 1,269,685

 遞延稅項資產 4,274 4,274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44,010 33,745

 長期按金 12,144 26,952
  

2,513,460 2,421,114
  

流動資產
 存貨 57,985 44,390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11 216,471 175,555

 合約資產 14,976 21,007

 應收一間合資企業款項 14,000 15,31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201,942

 銀行結餘及現金 546,771 276,796
  

850,203 735,00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203,133 201,426

 合約負債 277,907 165,293

 稅項負債 42,601 41,266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52 1,589

 租賃負債 5,479 6,347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13 66,000 66,700
  

595,472 482,621
  

流動資產淨值 254,731 252,37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68,191 2,673,493
  



– 5 –

於於
2020年9月30日2020年9月30日

於
2020年3月31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64,507 564,507

 儲備 1,904,745 1,803,78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469,252 2,368,290

非控股權益 214,216 207,781
  

總權益 2,683,468 2,576,07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9,178 21,556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13 52,000 65,000

 遞延稅項負債 13,545 10,866
  

84,723 97,422
  

2,768,191 2,67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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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i)燃氣銷售及分銷，包括
供應管道燃氣、興建燃氣管道及經營城市燃氣管道網絡；(ii)銷售及分銷罐裝燃氣；(iii)燃氣貿易業
務以及(iv)食材供應和賣場（包括經營超市及便利店在內的連鎖店）業務。

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平達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
司，由本公司執行董事莫世康博士和莫雲碧小姐共同擁有。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亦為本集團之功能貨幣。

2. 呈列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允值計量除外（如適用）。

除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產生之會計政策變動外，中期財務報
表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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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之修訂，以及
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統稱為「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修訂及詮釋
於2020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編製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之修訂及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
及╱或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或中期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新應用之會計政策

此外，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已應用下列與本集團有關之政策。

政府補助金

政府補助金不會確認，直至合理保證本集團將會遵守隨附之條件且獲取政府補助金為止。

政府補助金於本集團將擬補償補助之相關成本確認為開支之期間內有系統地於損益中確認。

與收入相關之應收政府補助金，用作補償本集團已產生開支或虧損或旨在為本集團提供即時財務資
助（而無未來相關成本）乃於應收期間內於損益內確認。有關補助於「其他收入」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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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

經營分部以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為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定期審閱的本集團
組成部分的內部報告基準識別，以供分配資源至各分部及評估其表現。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之內部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以促進策略制定。

本集團目前將其業務分為四個營運部門，亦指本集團的經營分部作財務呈報用途，即(i)管道燃氣供
應；(ii)供應及分銷罐裝燃氣；(iii)燃氣貿易業務以及(iv)食材供應和賣場。其指本集團從事的四大業
務。經營及可呈報分部的主要業務如下：

(i) 供應管道燃氣－根據燃氣接駁合約銷售管道燃氣及興建燃氣管道網絡；

(ii) 供應及分銷罐裝燃氣－以儲罐供應及分銷燃氣予居民、工業及商業（「工商業」）客戶之最終用
者；

(iii) 燃氣貿易－銷售燃氣予工業及商業客戶；及

(iv) 食材供應和賣場－批發及透過超級市場及便利店零售商品（包括但不限於米、肉、生鮮、快消
品及桶裝飲用水）。

分部資料呈列之可呈報分部並非匯總經營分部而得出。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賺取（產生）除稅前之溢利（虧損），惟並無分配中央行政開支、應佔聯營公司及合
營公司業績、若干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及財務成本。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營
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式。

本集團之分部資產及負債金額並未經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或另行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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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並無分部間銷售（2019年：無）。

以下為本集團按呈報及經營分部分類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供應
管道燃氣

銷售及分銷
罐裝燃氣 燃氣貿易

食材供應
和賣場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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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分部收入 299,567 345,746 306,971 49,172 1,001,456
     

分部溢利（虧損） 45,744 23,510 415 (3,907) 65,762
    

未分配收入 9,641
中央行政開支 (4,27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814
應佔合資企業業績 59,044
財務成本 (5,627)

 

除稅前溢利 135,362
 

其他分部資料
計算分部業績時計及之金額：
折舊及攤銷 17,998 8,555 532 3,482 30,567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 1,407

 

合計 31,97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68) 50 – (97) (115)
 

定期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但計算分部業績時
 並無計及之金額：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35,373
於合資企業之權益 1,328,73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814
應佔合資企業業績 5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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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供應
管道燃氣

銷售及分銷
罐裝燃氣 燃氣貿易

食材供應
和賣場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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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分部收入 291,279 422,806 249,343 81,463 1,044,891
     

分部溢利（虧損） 39,479 23,055 1,257 (6,791) 57,000
    

未分配收入 3,100

中央行政開支 (5,79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8,667

應佔合資企業業績 59,786

財務成本 (5,730)
 

除稅前溢利 127,031
 

其他分部資料
計算分部業績時計及之金額：
折舊及攤銷 16,861 8,095 222 4,302 29,480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 718
 

合計 30,19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25) 10 – (30) (45)
 

定期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但計算分部業績時
 並無計及之金額：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36,317

於合資企業之權益 1,221,10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8,667

應佔合資企業業績 59,786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已劃分為(i)供應及分銷管道燃氣和罐裝
燃氣，燃氣貿易以及零售及批發商品人民幣945,912,000元（2019年：人民幣993,066,000元）及(ii)燃氣
接駁人民幣55,544,000元（2019年：人民幣51,825,000元）。

附註： 若干比較數字已予重列，以符合本期間資源配置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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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於中國進行。兩個期間內本集團之所有收入均來自中國（基於貨品交付及提供服
務的地區）及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的物理位置均位於中國。因此，概無呈列地區資料。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15) (4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48)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62 (441)

重新計量聯營公司之前現有權益至收購事項日期公允值之虧損 168 –

就以下項目確認之減值虧損
 －來自客戶合約之應收款項 449 1,332

 －其他應收款項 – 1,526

 －物業、廠房及設備 – 3,545
  

1,064 5,769
  

5.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3,686 2,752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權益工具之股息收入 – 16

政府補助金 265 2,124

議價購買附屬公司事項收益 1,952 –

來自一間合資企業之貸款利息收入 – 333

租金收入淨額 1,153 918

維修保養服務收入 1,608 1,871

銷售燃氣器具及材料淨額 8,775 2,908

其他 3,390 1,311
  

20,829 1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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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貸利息 4,924 4,975

租賃負債利息 703 755
  

5,627 5,730
  

7.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董事之酬金 2,878 3,331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58,908 60,42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413 7,859

67,199 71,61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805,178 850,01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445 24,970

使用權資產折舊 4,051 4,613

攤銷無形資產（計入行政開支） 615 615

就燃氣接駁建設合約確認為開支之合約成本 12,020 1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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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即期稅項 18,923 17,739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 251

遞延稅項 (113) (2,651)
  

18,810 15,339
  

稅項支出主要指兩個期間內之中國企業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該兩個期間均無來自香港之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在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
利得稅提撥準備。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介乎15%至25%（2019年：15%至25%）。

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於2014年發布的《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目錄》，於中國西部營運的若
干附屬公司已獲當地稅局給予稅務寬減，優惠稅率的企業所得稅為15%。

9. 股息

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支付或建議支付股息（2019年：無），自本報告期末以來亦無建
議支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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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及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93,155 85,145

  

2020 2019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8,934,561,203 8,934,561,203

  

由於兩個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11.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於 於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3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撥備） 56,850 78,373

票據應收款項 9,055 8,789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50,566 88,393
  

216,471 17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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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結餘包括總賬面值為人民幣62,335,000元（2020年3月31日：
人民幣83,409,000元）的貿易應收款項及信貸損失撥備人民幣5,485,000元（2020年3月31日：人民幣
5,036,000元）本集團之政策為給予其客戶介乎0至180日之信貸期。信貸期亦可基於個別情況延長。於
報告期末，於發票日期（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呈列之貿易和票據應收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3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撥備）
0至90日 41,197 72,419

91至180日 10,487 1,802

180日以上 5,166 4,152
  

56,850 78,373
  

票據應收款項
0至90日 4,009 3,139

91至180日 5,046 5,650
  

9,055 8,789
  

購買天然氣、罐裝燃氣、商品及工程材料已付按金 72,904 37,147

租金及公用事業按金及預付款項 27,271 12,557

其他可收回稅項 4,728 14,251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82,990 61,765
  

187,893 125,720
  

253,798 212,882

減：信貸虧損撥備 (37,327) (37,327)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總額 216,471 17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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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貿易採購及持續成本之尚未支付金額，採購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
90日。下列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 於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3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64,575 62,132

91至180日 15,539 5,868

180日以上 11,823 14,731
  

貿易應付款項 91,937 82,731

管道燃氣客戶按金 53,259 46,822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之款項 – 1,73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7,937 70,13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203,133 201,426
  

13. 銀行借貸

於 於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3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抵押銀行借貸 98,000 113,700

無抵押銀行借貸 20,000 18,000
  

118,000 131,700
  

須償還之賬面值：
一年內或於要求時 66,000 66,700

兩年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5,000 45,000

超過五年 7,000 20,000
  

118,000 13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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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已用於撥付本集團之資本開支及一般營運資金。所有有抵押及無抵押銀行借貸均為浮動息
率借貸，年息率介乎中國人民銀行利率加0.15%至0.87%（2020年3月31日：0.15%至0.87%）。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總賬面值約人民幣149,880,000元（2020年3月31日：人民幣233,175,000元）
之若干資產已就有抵押銀行借貸作抵押。

14. 資本承擔

於 於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3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簽約但未撥備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之
 資本開支 17,075 34,740

  

15. 或然負債

於2019年9月29日，北京中民燃氣有限公司（「北京中民」）連同合資企業夥伴與一間銀行簽訂保證合
同，據此北京中民及合資企業夥伴同意按其持股比例向銀行為授予本集團合資企業福建省安然燃氣
投資有限公司（「福建安然」）（作為借款人）人民幣150,000,000元貸款額度作出連帶責任企業擔保。此
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9月30日之公布。

截至2020年9月30日，福建安然已提取人民幣120,000,000元的融資額度。本公司董事認為，經考慮福
建安然違約之可能性後，本集團財務擔保合同之公允值於初始確認時數額不大。因此，於綜合財務
報表內概無確認任何價值。

16. 報告期末後事項

於報告日期結束後，並無發生任何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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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項目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變動 增加（減少）  
2020 201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持續經營業務收入：
管道燃氣業務 299,567 291,279 8,288 2.85
罐裝燃氣業務 345,746 422,806 (77,060) (18.23)
燃氣貿易業務 306,971 249,343 57,628 23.11
食材供應和賣場業務 49,172 81,463 (32,291) (39.64)

   

合計 1,001,456 1,044,891 (43,435) (4.16)
   

持續經營業務分部業績：
管道燃氣業務 45,744 39,479 6,265 15.87
罐裝燃氣業務 23,510 23,055 455 1.97
燃氣貿易業務 415 1,257 (842) (66.98)
食材供應和賣場業務 (3,907) (6,791) 2,884 (42.47)

 
 

 

合計 65,762 57,000 8,762 15.3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814 18,667 (7,853) (42.07)
應佔合資企業業績 59,044 59,786 (742) (1.24)
財務成本 (5,627) (5,730) 103 (1.80)
其他 5,369 (2,692) 8,061 299.44
所得稅支出 (18,810) (15,339) (3,471) 22.63

 
  

本期間溢利 116,552 111,692 4,860 4.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93,155 85,145 8,010 9.41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1.04分 0.95分 0.09分 9.47

   



– 19 –

業務回顧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10.01億元（2019年：人民幣10.45億元），與
上年同期減少4.16%，本期間盈利約人民幣116.55百萬元（2019年：111.70百萬元），與上年同比增
加4.35%。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1.04分（2019年：人民幣0.95分）。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為18.40%

（2019年：17.28%），較上年同期增加1.12百分點。毛利率增加主要是由於銷售及服務成本下降，
使得本毛利率較上年同期略有增加。

管道燃氣業務

於2020年上半年，受全球新冠疫情蔓延擴散影響，全球經濟整體表現低迷，但二季度中國經濟呈
現恢復性增長態勢，穩住經濟基本盤。2020年上半年天然氣消費仍保持正增長，消費量1487億立
方米、同比增長1.2%左右。2020年上半年中國天然氣勘探力度基本不變而產量繼續強勁增長，天
然氣產量940億立方米，同比增長10.3%。

管道燃氣業務作為我們的主要業務，為我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我
們的管道燃氣供應業務實現收入約人民幣299,567,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幣8,288,000元或
2.85%，管道燃氣供應業務收入佔我們總收入的29.91%（2019年：27.88%）。本期間，居民用氣量
平穩增長，隨著復工複產及新增的工商業用戶，使得用氣銷量同比增長。本期間管道燃氣供應業
務的毛利率為28.12%（2019年：27.22%）。

管道燃氣接駁

本期間，管道燃氣接駁費收入約人民幣55,544,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幣3,719,000元或
7.18%，管道燃氣接駁費收入佔管道燃氣供應業務總收入約18.54%（2019年：17.79%）。於本期間，
新增接駁居民用戶16,717戶，新增接駁工商業用戶554戶。截至2020年9月30日，累計已接駁居民
用戶452,277戶，累計已接駁工商業用戶9,786戶，分別較上年同期增加3.95%及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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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燃氣銷售

本期間，管道燃氣銷售收入約人民幣244,023,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幣4,569,000元或
1.91%。收入增加乃主要由於管道燃氣銷售量增加。管道燃氣銷售收入佔管道燃氣供應業務總
收入81.46%（2019年：82.21%）。共實現管道燃氣銷售量13,067萬立方米（2019年：11,941萬立方
米），同比增加9.43%。其中，向居民用戶銷售管道燃氣3,826萬立方米（2019年：3,485萬立方米），
同比增長9.78%；向工商業用戶銷售管道燃氣9,241萬立方米（2019年：8,456萬立方米），同比增長
9.28%。

罐裝燃氣業務

罐裝燃氣業務為本集團的另一項主要業務，目前本集團的罐裝燃氣業務主要為液化天然氣、液化
石油氣和二甲醚的罐裝銷售。本期間，我們在維護固有客戶的同時，積極開發新用戶，擴大銷售
市場。

於本期間，共銷售罐裝燃氣84,050噸（2019年：89,923噸），較去年同期減少6.53%。共實現銷售收
入約人民幣345,746,000元（2019年：約人民幣422,806,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人民幣77,060,000

元或18.23%。本期間罐裝燃氣業務的毛利率為26.12%（2019年：21.56%）。罐裝燃氣銷量下降主要
是因為受新冠疫情影響，下游工商業客戶的需求降低所致，而銷量下降以及銷售價格降低導致罐
裝燃氣收入較上年同期減少，惟其他相關成本控制有所改善，毛利率維持了較好的水平。於本期
間，罐裝燃氣收入約佔總收入之34.52%（2019年：40.46%）。

燃氣貿易

燃氣貿易為本集團近年開展的一項業務，目前已經形成一定的業務規模。燃氣貿易業務主要是從
上游供應商大量採購燃氣資源，分銷給其他的燃氣經營企業，該項業務投資不大，但能夠在市場
上以較低的成本形成市場優勢地位，對本集團下游終端業務的開展也具有一定的幫助作用。

本期間，燃氣貿易收入約人民幣306,971,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幣57,628,000元或23.11%。
共銷售液化天然氣124,158噸（2019年：82,390噸），較去年同期增加50.10%。收入增加主要原因是
燃氣貿易銷售量增加。本期間燃氣貿易業務收入佔總收入約30.65%（2019年：23.86%）。本期間燃
氣貿易的毛利率為1.05%（2019年：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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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供應和賣場業務

食材供應和賣場業務為本集團近年來大力開拓的新業務。食材供應主要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
式向商業用戶提供果蔬、生鮮、調味品、糧油等食材的一站式服務，而賣場業務則主要包含社區
超市和便利店連鎖經營。社區超市所面向的消費群體主要為居民社區人口，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
的方式，為固定的社區居民生活提供便捷商品和服務；便利店連鎖業務所面向的消費群體為流動
性人口，通過銷售快消品為流動人口提供便利性的商品和服務。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食材供應和賣場業務實現收入約人民幣49,172,000元（2019年：人民幣
81,463,000元），佔本集團全年總收入的4.92%（2019年：7.80%）。本期間，優化盈利模式及關閉虧
損店舖和提升經營效率，惟因疫情期間部分供應商復工較晚導致庫存不足和人流量減少等因素，
食材供應和賣場業務收入均減少。

本期間新增╱減少項目

本期間概無重大新增╱減少項目。

共同抗疫

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本集團將繼續強化落實《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本集團各公司及時做好疫情防護。各公司須購置口罩、消毒液、手套等預防
保障物資，按照在崗人員和崗位需求情況發放，且要求員工每天都戴口罩、測體溫。每天安排人
員到崗對營業廳、門店、辦公室、食堂、配氣站等場所進行消毒。為減少人員接觸，本集團大力鼓
勵客戶通過微信公眾號等平臺繳費、充值，避免因人員接觸造成病毒傳播。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員
工感染新冠病毒的機率，保障了員工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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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本集團的綜合財務狀況如下：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2,513,460 2,421,114 92,346

流動資產 850,203 735,000 115,203

流動負債 (595,472) (482,621) (112,851)

非流動負債 (84,723) (97,422) 12,699
   

淨資產 2,683,468 2,576,071 107,39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469,252 2,368,290 100,962

非控股權益 214,216 207,781 6,435
   

總權益 2,683,468 2,576,071 107,397
   

其中：
銀行結餘及現金 546,771 276,796 269,975

借貸總額 (118,000) (131,700) 13,700
   

現金淨額 428,771 145,096 283,675
   

綜合負債與資本比率* 4.56% 5.27% (0.71 ppt)
   

* 綜合負債與資本比率為借貸總額與借貸總額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的比率。

現時，本集團的營運及資本性支出的資金來源為營運現金流、內部流動資金及銀行借貸。本集團
有足夠的財務資源以應付未來的資本性支出及營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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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結構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的借貸總額約為人民幣118,000,000元（2020年3月31日：約人民幣
131,700,000元），主要為項目公司在國內當地銀行人民幣貸款。貸款以固定息率或中國人民銀行
公佈息率計算，作為管道燃氣建設、日常流動資金及營運開支。除了相等於約人民幣98,000,000

元（2020年3月31日：約人民幣113,700,000元）的貸款需要用賬面值相等於約人民幣149,880,000元
（2020年3月31日：約人民幣233,175,000元）的資產作抵押外，其餘貸款均為無抵押的貸款。短期
貸款相等於約人民幣66,000,000元（2020年3月31日：約人民幣66,700,000元），其餘則為超過一年
的長期貸款。而資本承擔及資產抵押詳情請分別參考中期財務報表附注14及13。

資本結構

本集團長期資本包括擁有人權益和負債，從上文「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一節所述之健康負債與
資本比率獲得確認。

外匯風險

我們的業務均在中國，絕大部份收入與支出以人民幣為主，所以在營運上並無面對重大外匯波動
風險，現時我們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會對市場的匯率走勢緊密地進行監控，在有需
要時做出適當調整。

資本及其他承擔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人民幣17,075,000元（2020年3月31日：人民幣34,740,000

元），主要為地區管網鋪設。詳情請參考中期財務報表附注14。

或然負債

於2019年9月29日，北京中民連同合資企業夥伴與一間銀行簽訂保證合同，據此北京中民及合
資企業夥伴同意按其持股比例向銀行為授予本集團合資企業福建安然（作為借款人）人民幣
150,000,000元貸款額度作出連帶責任企業擔保。此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9月30日
之公布。



– 24 –

截至2020年9月30日，福建安然已提取人民幣120,000,000元的融資額度。本公司董事認為，經考慮
福建安然違約之可能性後，本集團財務擔保合同之公允值於初始確認時數額不大。因此，於中期
財務報表內概無確認任何價值。

僱員

於2020年9月30日，我們共有5100余名雇員，其中大部分駐於中國境內。僱員薪酬乃參考彼等於本
集團之職責、本集團之業務表現、盈利能力及市場狀況釐定。除退休金外，個別雇員可因工作表
現出色而獲派發酌情花紅及╱或購股權以作獎勵。

前景展望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謀劃之年。天然氣產業按照「四個革命、一個合作」
能源安全新戰略，繼續推進行業高質量發展。面對新冠疫情的衝擊，我國天然氣產業發展面臨挑
戰，但推動天然氣產業協調穩定發展的基礎條件和支撐因素未變，天然氣產業持續穩步發展的總
基調不變。由於國內疫情在政府的大力防控措施下得到了較好的控制，國內消費市場也得到了逐
步的恢復。

管道燃氣業務

隨著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居民能源消費結構的變化以及環保監管日趨嚴格的背景下燃氣替代煤炭
供電供熱需求的提升，天然氣下游消費有進一步增長的空間。近年來，國家陸續發佈與天然氣
行業健康發展有關政策，國家發改委發佈了《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階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氣成本
支持企業復工複產的通知》要求城市燃氣企業及時降低非居民用氣終端銷售價格，《中央定價目
錄》將門站價格移出國家定價的範疇，並將氣源價格單列，可根據市場狀況加以調整，有利於降
低終端天然氣價格。國家發改委發佈的《關於規範城鎮燃氣工程安裝收費的指導意見》（發改價格
20191131號）則要求加強工程安裝收費管理，降低部分城鎮燃氣工程收費，這對我們集團的部分
業務產生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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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充分利用政策優勢及天然氣行業的健康發展環境，維繫現有用戶，深挖新用戶，積極拓
展增值業務，推進本集團管道燃氣業務可持續發展。

罐裝燃氣業務

隨著我國能源消費結構的變化，能源消費向著清潔化、低碳化轉型，近年來發佈的各項「煤改氣」
政策，為本集團的罐裝燃氣業務提供了較好的市場發展環境，罐裝燃氣是在管道輸送之外的另一
種主要的燃氣供應方式，憑藉自身方便、靈活的供應方式成為管道燃氣的有力補充，在燃氣供應
領域穩步發展。本集團近年來也一直根據市場需求和罐裝燃氣的特點，按照「宜管則管、宜罐則
罐」原則，對罐裝燃氣業務的發展給予了大力的支持，罐裝燃氣業務成為本集團的一項重要業務。

未來，我們將拓展管道燃氣未覆蓋到的市場區域，擴大本集團罐裝燃氣的市場規模，增加罐裝燃
氣的收入。利用互聯網技術優化罐裝燃氣業務的管理模式、配送流程，為客戶提供便捷服務的同
時為本集團創造更大的效益。

燃氣貿易業務

由於近年來我國為了環境治理，持續推進「煤改氣」等環保政策，市場上對於燃氣的認識越來越廣
泛和深入，政府及各類市場經營主體對於燃氣代替傳統的煤炭作為燃料，無論從經濟性、清潔性
上也越來越認可和接受，這導致我國燃氣市場的供應量和需求量都持續增加，供需兩旺，燃氣行
業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本集團在此環境下，在燃氣的流通領域中亦參與了貿易供應這一環節，
開展了燃氣貿易業務，形成了一定的業務規模。未來本集團將抓住燃氣行業發展機遇，爭取不斷
提高燃氣貿易業務銷量及收入。

食材供應和賣場業務

受疫情衝擊，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下一階段，隨著「六穩」和「六保」相關政策落
地生效，疊加前期各項促消費政策效果，消費市場有望延續回升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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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從事的食材供應業務，主要是向商業用戶供應果蔬、生鮮、調味品、糧油等食材。本集團將
持續優化現有的食材供應業務管理信息系統，應用移動物聯網技術的最新成果（5G技術和北斗定
位服務），開發與生鮮食材供應鏈業務相關的移動配送設備及其對應的管理信息系統，並逐步改造
升級生鮮食材配送系統，提高運行效率，為用戶提供安全、新鮮、健康的食材。

本集團從事的賣場業務主要為社區超市和便利店連鎖經營。社區超市面向的消費群體為社區居
民，便利店面向的消費群體為流動性人口，根據消費群體的特點，我們將優化現有的線上線下服
務，豐富線上購物平臺的模塊，為消費者提供更加便捷、優惠的服務。

伴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將遷移至城鎮生活，這將為本
集團的食材供應和賣場業務提供更大的市場。本集團的食材供應和賣場業務的銷售方式為線上線
下相結合的方式，未來我們將在現有的線上銷售系統上做出升級優化，增加銷售模塊，豐富消費
體驗，擴大食材供應和賣場業務的市場，打造本集團食材供應鏈和賣場業務品牌形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期間內，本公司及任何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及購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為增強股東、投資者、僱員、債權人及業務夥伴之信心及促進業務增長，本公司一直致力奉行高
素質之企業管治常規。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企
業管治報告》（經不時修訂）所列明之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作為基礎制定。就守則條文而
言，本公司於本期間及截至本公布日期已全面遵守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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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之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並不時作出修訂。本公司在作出相關查詢後，全
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檢討本公司所採納之主要會計原則、財務申報制度、風險管理
和內部監控系統是否合適及有否貫徹應用，並就本期間之中期財務報表之有關判斷事宜、會計估
計、足夠披露及內部一致等問題加以討論。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資料

業績公布須分別在聯交所之網址www.hkex.com.hk中「最新上市公司公告」及本公司網址
www.681hk.com刊登。本公司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會盡快發送予股東，並
按規定刊登於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址。

承董事會命
中民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及執行董事
范方義先生

北京，2020年11月27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4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莫世康博士（主席）、張和生先生（副主席）、范方
義先生（董事總經理）及莫雲碧小姐，以及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劉駿民博士、趙彥雲教授及
張志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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