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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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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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9）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長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
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42,449 60,560

銷售石油 14,097 24,171

利息收入 28,012 35,287

其他 340 1,102

採購、加工及相關開支 (11,758) (18,858)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5 10,160 (1,609)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淨虧損 6 (9,183) (32,736)

應收貸款及利息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回（撥備） 12,232 (61,703)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4,574) 56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之 
減值虧損撥備 7 – (47,306)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 (14,214) (16,573)

折舊 (1,417) (8,555)
贖回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之收益 111 328

其他費用 (14,547) (10,692)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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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8 (515) –
融資成本 9 (166) (239)

除稅前溢利（虧損） 8,578 (137,327)
所得稅開支 10 (440) (772)

本年度溢利（虧損） 11 8,138 (138,099)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可能隨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之公允值（虧損）收益 (885) 9,340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4,574 (56)

贖回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時撥回 (111) (328)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3,886 (2,014)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7,464 6,942

本年度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15,602 (131,157)

下列人士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8,519 (138,099)
非控股權益 (381) –

8,138 (138,099)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5,983 (131,157)
非控股權益 (381) –

15,602 (131,1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13 0.16港仙 (2.6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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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勘探及評估資產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985 605

使用權資產 2,523 –

無形資產 – 420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14 129,985 123,022

應收貸款及利息 15 33,425 33,000

非流動資產總額 166,918 157,047

流動資產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14 2,213 18,804

應收貸款及利息 15 127,957 152,688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16 15,793 9,296

其他可收回稅項 609 881

可收回所得稅 2,549 1,089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7 25,097 37,05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4,627 92,400

流動資產總額 308,845 312,21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18 8,744 16,913

應繳所得稅 4,170 4,796

租賃負債 1,282 3,612

流動負債總額 14,196 25,321

流動資產淨值 294,649 286,89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61,567 443,943



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78 47

租賃負債 1,491 –

非流動負債總額 2,069 47

資產淨值 459,498 443,89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2,403 52,403

儲備 407,476 391,49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59,879 443,896

非控股權益 (381) –

權益總額 459,498 44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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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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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綜合財務報表亦載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的適用披露。於各報告期末，除若干金
融工具按公允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報，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另有註明者外，所有
款項已捨入至最接近之千位數（千港元）。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年度，本集團於編製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及於二
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概念框架指引之
修訂本及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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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概念框架指引之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
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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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本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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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之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
間資產出售或出資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
釋第5號(2020)之相關修訂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之所
得款項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本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將予釐定之日期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於可見將來不會對綜合財
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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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來自石油勘探及生產、放債及投資證券業務。

於年內本集團之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石油 14,097 24,171

放債業務利息收入* 17,870 25,971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透過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利息收入* 10,142 9,316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股息及利息收入 340 1,102

42,449 60,560

* 根據有效利率法

於年內，銷售石油之收入乃於某個時間點確認。一旦原油的控制權從本集團轉移至客戶時
即確認銷售石油之收入。收入根據於銷售點與客戶議定之油價計量。股息收入及利息收入
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外。

此與各經營分類披露之收入資料一致。

4. 分類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乃根據呈報予代表董事會之主要營運決
策人員以作出分配資源予分類及評估其表現之資料而作出。本集團亦據此作出分類之基準
安排及組成。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之經營分類如下：

(i)  石油勘探及生產
(ii)  放債
(iii)  投資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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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石油勘探
及生產 放債 投資證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來源 14,097 17,870 10,482 42,449

業績
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
撥回（撥備）前分類業績 (2,647) 17,286 1,191 15,830

預期信貸虧損撥回（撥備） – 12,232 (4,574) 7,658

分類業績 (2,647) 29,518 (3,383) 23,488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9,563
企業開支 (23,792)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515)
融資成本 (166)

除稅前溢利 8,578
所得稅開支 (440)

本年度溢利 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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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石油勘探
及生產 放債 投資證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來源 24,171 25,971 10,418 60,560

業績
減值虧損及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前分類業績 (4,233) 25,963 (21,516) 214

減值虧損撥備 (42,377) – – (42,377)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撥回 – (61,703) 56 (61,647)

分類業績 (46,610) (35,740) (21,460) (103,810)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1,555)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之 

減值虧損撥備 (4,929)

企業開支 (26,794)

融資成本 (239)

除稅前虧損 (137,327)

所得稅開支 (772)

本年度虧損 (138,099)

分類業績為各分類在未分配若干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企業開支、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融資成本、所得稅開支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之若干減值虧損撥備所產生之
虧損╱賺取之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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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營運位於阿根廷、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有關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來源之收入資料乃按客戶╱來源所在地區呈列。有關本集團非
流動資產之資料乃按資產所在地區呈列。

來自外界客戶╱來源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附註）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阿根廷 14,097 24,171 – 85

香港 25,537 31,322 3,508 940

中國 2,815 5,067 – –

42,449 60,560 3,508 1,025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及應收貸款及利息。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有關年度佔本集團總收入10%以上的石油勘探及生產業務客戶之收入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13,740 24,171



11

5.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741 627

政府補助（附註(i)） 867 –

應計開支超額撥備（附註(ii)） 6,088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506 (2,12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5) –

其他 (7) (116)

10,160 (1,609)

附註：

(i)  於本年度，本集團確認由香港政府所提供保就業計劃相關之COVID-19相關補貼之政
府補助。

(ii)  有關款項指於二零一二年可能進行之收購之相關法律及專業開支超額撥備，管理層隨
後已決定不會進行有關交易。管理層認為償付有關負債之可能性極低，有關撥備已於
本年度相應撥回。

6.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淨虧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未變現淨虧損（附註(i)） 1,751 27,876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已變現淨虧損（附註(ii)） 7,432 4,860

9,183 32,736

附註：

(i)  有關款項為年內購入證券之公允值及╱或從上一個財政年度轉結證券之賬面值並計入
本年度期間額外購入及╱或出售之證券（如有）與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持有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比較之變化。

(ii)  有關款項為年內購入證券之公允值及╱或從上一個財政年度轉結證券之賬面值並計入
本年度期間額外購入之證券（如有）與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於出售
時之公允值比較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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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之減值虧損撥備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備 – 43,777

使用權資產之減值虧損撥備 – 3,529

– 47,306

8.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本集團出售其於四家於香港或中國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之全部股權
予一名獨立第三方。

千港元

已收代價：
已收現金代價 20,000

出售附屬公司於出售日期之資產及負債：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0

無形資產 420

應收貸款及利息 19,69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9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81)

出售之資產淨值 20,515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已收代價 20,000

出售之資產淨值 (20,515)

出售虧損 (515)

出售所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現金代價 20,000

減：出售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159)

19,841

9. 融資成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負債利息 166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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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稅項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 502 155

中國 125 678

阿根廷
－集團實體利息收入之已付預扣稅 – 300

627 1,133

去年超額撥備
香港 – (70)

中國 (718) (54)

(718) (124)

遞延稅項 531 (237)

於損益內確認之所得稅開支 440 772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引入利得稅兩級制。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獲簽署成為法律，並
於翌日刊憲。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百萬港元溢利的稅率為8.25%，而超
過2百萬港元溢利的稅率為16.5%。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之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劃
一稅率繳稅。

因此，合資格集團實體之香港利得稅按8.25%之稅率就估計應課稅溢利首2百萬港元計算，
並按16.5%之稅率就超過2百萬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
年度之稅率為25%。

本集團就已收一間阿根廷附屬公司利息收入繳納之阿根廷預扣稅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收入按稅率35%計算。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
無已付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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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年度溢利（虧損）乃經扣除以下項目後達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21 4,553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196 4,002

折舊總額 1,417 8,555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2,117 3,055

－其他員工成本 10,808 11,848

－其他員工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1,289 1,670

員工成本總額 14,214 16,573

核數師酬金 850 2,400

專業及諮詢費用 8,780 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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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息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派付或擬派股息，而自報告期末
後概無擬派任何股息。

13.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盈利（虧損）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除以本年度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
數目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8,519 (138,099)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5,240,344 5,240,344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四
日失效，因此並無已發行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份，因此並無呈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攤
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假設行使本公司購股權會導致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每股虧損減少，因此並無呈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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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 於香港或新加坡上市之債務證券，固定年利率介乎 

4.70%至11.75%（二零一九年：4.70%至11.75%）及 

到期日介乎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二日至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132,198 141,826

分析如下：
即期部份 2,213 18,804

非即期部份 129,985 123,022

132,198 141,826

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以公允值列賬，並根據香港聯交所或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所報之市場收市價釐定。

本年度已確認預期信貸虧損撥備4,57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預期信貸虧損撥回5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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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收貸款及利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定息貸款 190,931 241,365

應收利息 20,152 13,078

211,083 254,443

減：減值撥備 (49,701) (68,755)

161,382 185,688

分析如下：
即期部份 127,957 152,688

非即期部份 33,425 33,000

161,382 185,688

分析如下：
有抵押 141,669 158,619

無抵押 19,713 27,069

161,382 185,688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應收履約貸款之年利率及到期日分別介乎8%至18%（二
零一九年：8%至18%）及由二零二一年七月三日至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二零一九年：二
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至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之應收貸款及利息確認減值撥備撥回12,23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減值
撥備61,70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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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附註(i)） 1,027 1,261

按金及預付款項 3,465 4,693

石油勘探及生產業務持有的按金 1,085 1,676

其他（附註(ii)） 10,216 1,666

15,793 9,296

附註：

(i)  阿根廷業務的石油售價乃按美元計值及轉換為阿根廷比索以開出發票。本集團給予平
均30日至60日的信貸期。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貿易款項1,02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1,261,000港元）之賬齡為30日內，既未逾期亦無減值。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將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並釐訂客戶之信貸限額。
客戶之限額及信貸質素乃定期覆核。

(ii)  此款項包括就於香港之證券交易活動存放於證券經紀之款項9,10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1,405,000港元）。

17.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25,097 37,059

上市股本證券按公允值列賬，並根據香港聯交所所報之市場收市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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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526 866

應付其他稅項 1,249 1,644

應計專業費用 3,237 10,719

應付其他款項及應計費用 3,732 3,684

8,744 16,913

以下為應付貿易款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526 866

採購貨物之平均信貸期為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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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九年：
無）。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本集團繼續主
要從事石油勘探及生產、放債及投資證券業務。

COVID-19疫情的健康危機於全球各地持續蔓延，對多個國家及其經濟造成負面
影響，並對全球及本地投資市場帶來極大不明朗因素以及國際油價波動。年內，
由於主要產油國在減產方面存在分歧，以及主要石油購買國就其庫存水平採取不
同之應對措施，因此國際油價的波動進一步加劇。在此宏觀經濟背景下，加上中
美之貿易爭端尚未解決，以及於香港發生的社會事件，本集團經歷了一些前所未
有的市況。

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8,519,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虧損138,099,000港元），主要由於本年度並無油氣資產之減值虧損撥備（二
零一九年：42,333,000港元）、應收貸款及利息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回12,232,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預期信貸虧損撥備61,703,000港元）以及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淨虧損減少至9,18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32,736,000港元）。每股基
本盈利為0.16港仙，而上一年度則為每股虧損2.64港仙。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收
入下跌30%至42,44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60,560,000港元），主要由於石油業務
及放債業務之收入下跌。

石油勘探及生產
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本集團繼續進行位於阿根廷門多薩省Cuyana盆地
Chañares Herrados區（「CHE油田開採權區」）之石油勘探及生產業務。Chañares 
Energía S.A.（「Chañares」）為CHE油田開採權區的開採權持有人。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南興有限公司（「南興」）與
Chañares訂立合營協議（「2010年合營協議」）。根據2010年合營協議（其中包括），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EP Energy S.A.（「EP Energy」）在當前及未來年度直至CHE
油田開採權區期限結束為止，有權於CHE油田開採權區進行鑽探及投資，且有權
從EP Energy所鑽探之油井所生產之碳氫化合物分成72%。



21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EP Energy、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有成投資有限公司（「有
成」）與Chañares訂立營運協議（「營運協議」）。根據營運協議（其中包括），
Chañares同意解除EP Energy於2010年合營協議作出的投資承諾，然而，EP Energy 
可於CHE油田開採權區之期限內保留鑽探及投資CHE油田開採權區之權利。營運
協議確認有成有權享有五口油井產量之51%權益，EP Energy則有權享有其他五口
油井產量之72%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本集團石油勘探及生產業務產生收入14,097,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24,171,000港元），並錄得減值虧損撥備前經營虧損2,647,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4,233,000港元）。業務收入減少乃生產及出售的石油減少約28%及YPF 
Sociedad Anonima（「YPF S.A.」）（一間阿根廷國營石油公司，為本業務產出的主要
買家）所祈付之原油平均售價由上一年度的平均每桶50.7美元，隨著國際油價於二
零二零年財政年度內呈下跌趨勢，而下跌至本年度的每桶41.0美元之綜合影響。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之公佈所披露，由於爆發COVID-19所造成
之情況以及阿根廷國家及省級當局所採取之措施，導致對燃料之需求急劇下跌。
因此，YPF S.A.已被迫停止及╱或減少其煉油廠之產量，並暫停購買原油，引致
Chañares決定從二零二零年四月中起暫停整個Chañares Herrados油田開採權區
（「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之營運，繼而令CHE油田開採權區（屬於Chañares油田
開採權區其中一部份）減少石油產量。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初，隨著疫情緩和後，門多薩省碳氫化合物部門（「碳氫化合物
部門」）告知本集團，YPF S.A.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期間重新開始購買原油，據
Chañares所告知，YPF S.A.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中後恢復購買原油，而Chañares油
田開採權區（包括CHE油田開採權區）的石油生產已相應地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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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及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之通函所披露，
由於Chañares未能履行其投資承諾，故門多薩省執行人員已發出政府令，終止
CHE油田開採權區，隨後，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CHE油田開採權區屬於其中一
部份）已提供予其他投資者根據招標程序競投。本集團明白，於中標者接管
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之前，Chañares可以繼續經營CHE油田開採權區，並根據先
前所獲授之相同合約條件向政府支付相同費用、專利費及其他付款，及應能開採
及出售石油，並應繼續支付費用、專利費及其他付款，而邏輯上僅就開採權持有
人獲允許開採及出售石油之情況下才應支付有關款項。因此，Chañares已繼續向
本集團提交包含每日產量及銷量之每日生產報告，以及包含產量及銷量、售價、
銷售收入及經營開支之每月報告，以供計算本集團與Chañares之間於營運協議項
下之利潤分配（除如上文所述Chañares暫停營運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期間外）。預
期本集團將繼續有權根據營運協議分成其產量份額直至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根
據招標程序交付予中標者為止。本集團已收到直至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三日的每日
報告以及直至二零二一年二月的每月報告。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的通函所披露，經過適當評估有關
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之數據及資料後，本公司擬透過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根據
招標程序就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提交一項投標要約（「標書」），而本公司已於二
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八日（阿根廷時間）提交標書。預計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阿根廷時間）期間宣佈關於標書中標者的決
定。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公佈所披露，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阿根廷時間），碳氫化合物部門發佈一份暫停開啟投標者商業標書（「開
標」）之通知，並表示開標暫停直至對本集團於提交標書後提供的額外資料完成稽查。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公佈所披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阿根廷時間），碳氫化合物部門致函本集團並表示已作出決定（「決
定」），提交標書之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不符合資格成為開標投標者之一，主
要由於其過往盈利表現未能達到招標程序之要求；而開標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中午（阿根廷時間）舉行。同日，本集團向碳氫化合物部門提交上訴信（「上
訴信」），反對該決定並要求暫停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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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及二零二一年
三月十六日的公佈所披露，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阿根廷時間），本集團從碳
氫化合物部門收到政府令，該政府令由阿根廷門多薩省政府經濟及能源部發出（「政
府令」）並指出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將授予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以外的投
標者（「新開採權持有人」），為期二十五年，自政府令在阿根廷門多薩省官方憲報
（「憲報」）內公佈之翌日起生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二日（阿根廷時間），政府令
已在憲報公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阿根廷時間），本公司獲Chañares告知
新開採權持有人已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三日（阿根廷時間）接管Chañares油田開採
權區。

政府令指出反對該決定之上訴信已遭駁回。本集團一直就此事以及撤銷政府令可
能採取的法律行動尋求法律諮詢。

本集團已獲Chañares告知，其將就終止油田開採權繼續對門多薩政府採取法律行
動並且擬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以尋求應付其之賠償金。本集團擬就可能採取的法
律行動尋求法律諮詢，以保障本公司在此方面之利益。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公佈，以通知股東有關該等事項的任何進一步最新資料。

放債

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本集團放債業務之收入及業務溢利（計入預期信貸虧損
撥回或撥備前）分別減少31%至17,87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5,971,000港元）及
33%至17,28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5,963,000港元）。該等減少主要由於本年度
授予借款人之平均貸款金額減少。於向潛在借款人授出貸款之前，管理層進行內
部信貸評審機制以評估個別借款人之信貸質素，並釐定向借款人授出之信貸額度。
授予借款人之信貸額度由管理層定期審閱。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鑑於
COVID-19的持續而對香港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管理層已採取審慎方式授出新
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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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已確認預期信貸虧損撥回12,23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預期信貸虧
損撥備61,703,000港元），為年內收回若干信貸減值貸款33,958,000港元及預期信貸
虧損撥備21,726,000港元之淨額。於年末，減值撥備結餘為49,701,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68,755,000港元），主要為根據本集團之貸款減值政策釐定若干信貸減值
貸款之可收回性所涉及之信貸風險，並已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借款人之信貸歷史、
抵押予本集團之抵押品之可變現價值以及現行經濟情況。本集團已採取多項行動
旨在收回信貸減值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持有之貸款組合為161,382,000港元（經
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49,70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85,688,000港元（經扣除預
期信貸虧損撥備68,755,000港元）），詳情如下：

借款人類別

佔本集團貸款組合賬面值之概約比重

年利率 到期日有抵押 無抵押 總計
% % % %

公司 16.88 – 16.88 10-18 一年內
公司 20.45 0.26 20.71 8-10 超過一年但

兩年內
個人 50.46 11.95 62.41 10-18 一年內

87.79 12.21 100.00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貸款組合賬面值（扣除減值撥備後）之87.79%（二
零一九年：85.42%）為有抵押品貸款及其餘12.21%（二零一九年：14.58%）為無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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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證券

本集團所購入之證券一般於香港聯交所上市或於其他擁有高流通性，並可迅速執
行證券交易之認可證券交易所及場外交易市場購入。於作出投資或撤出投資某一
目標公司證券之決定時，一般會參考目標公司所刊發之最新財務資料、消息及公
佈、本公司可取閱之投資分析報告，以及行業或宏觀經濟新聞。於決定購入證券
作長線持有時，將特別注重目標公司過往之財務表現，包括其銷售及溢利增長、
財務穩健情況、股息政策、業務前景、行業及宏觀經濟前景。於決定購入證券作
非長線持有時，除上述因素外，本公司亦將參考投資市場不同板塊當前的市場氣
氛。於回報方面，就長線證券投資而言，本公司主要專注於以資本升值能力及股
息╱利息收入計算之投資回報。而就非長線持有之證券投資方面，本公司則主要
專注於以交易收益計算之投資回報。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證券投資包括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組合價值為25,09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37,059,000港元），為香港上市
之股本證券，以及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組合（由非流動及
流動部份組成）價值為132,19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41,826,000港元），包括於
香港或新加坡上市之債務證券。整體而言，本集團之證券投資錄得收入10,482,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10,418,000港元）及虧損3,38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1,460,000
港元）。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
合價值為25,09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37,059,000港元）乃按市值╱公允值計量。
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該組合產生收入340,000港元，為來自股本證券之股息（二
零一九年：1,102,000港元，為股本證券之股息935,000港元及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
167,000港元）。本集團於年內確認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淨虧損
9,18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32,736,000港元），包括未變現淨虧損及已變現淨虧
損分別為1,751,000港元及7,43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7,876,000港元及4,86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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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錄得已變現虧損為於公開市場出售股本證券之虧損，而未變現虧損為本集團
於年末所持有之股本證券之市值下跌。產生虧損乃主要關乎於COVID-19疫情持續、
中美之貿易爭端尚未解決、於香港發生的社會事件，導致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
內香港股市持續波動，以及與若干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表現下滑有關。鑑於年內市
場大幅波動，本集團已採取審慎及嚴謹之方式管理其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
融資產組合。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投資於不同類別之公司，該等公司佔本集
團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的市值╱公允值25,097,000港元之比重
載列如下：

公司類別

佔本集團
透過損益

按公允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組
合市值╱公允
值之概約比重

%

綜合企業 3.98

製藥 52.62

物業 31.69

其他 11.7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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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三大及其他投資佔本集團透過損益按公允
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市值╱公允值25,097,000港元之比重連同其他資料載列如下：

被投資公司名稱

佔本集團
透過損益按

公允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組合
市值╱公允值
之概約比重

佔本集團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資產賬面值
之概約比重 持股百分比 購入成本

*年內購入
成本╱於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之賬面值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之市值╱
公允值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之已確認累計
未變現

收益（虧損）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之已確認未變
現收益（虧損）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
已確認

股息收入
% %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A B C D = C – A E = C – B

奧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6118） 51.44 2.71 0.41 10,106 10,311 12,911 2,805 2,600 –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163） 31.69 1.67 0.20 17,667 12,508 7,953 (9,714) (4,555) 339

高雅光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907） 9.47 0.50 1.09 10,159 1,241 2,376 (7,783) 1,135 –

其他 7.40 0.39 – 4,414 2,788 1,857 (2,557) (931) 1

100.00 5.27 42,346 26,848 25,097 (17,249) (1,751) 340

* 有關款項為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購入證券之成本及╱或從上一個財
政年度結轉證券之賬面值，並計入於本財政年度內額外購入及╱或出售的證券（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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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
工具組合（由非流動及流動部份組成）為132,19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41,826,000
港元）乃按市值╱公允值計量。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本集團之透過其他全面
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組合帶來總收入10,14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9,316,000港元），為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根據債務工具之到期日，部份透過其他
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2,21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8,804,000港元）
已分類為流動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本集團投資7,903,000港元購入一家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
物業公司所發行之債務證券。於年末，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
具公允值淨虧損885,000港元已確認為其他全面開支（二零一九年：透過其他全面
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公允值收益9,340,000港元已確認為其他全面收益），
並於損益中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4,57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預期
信貸虧損撥回56,000港元）。公允值虧損乃主要由於市況波動。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乃經參考信貸評級、債務工具之違約可能性及違約虧損率、影響各發行人的宏觀
經濟因素及本集團可得的合理及具支持性之前瞻性資料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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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投資於一間飛機租賃公司及七間物業公司
發行之債務證券，而彼等各自佔本集團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
具組合之市值╱公允值132,198,000港元之比重連同其他資料載列如下：

公司類別

佔本集團
透過其他
全面收益

按公允值列
賬之債務

工具組合市
值╱公允值
之概約比重

佔本集團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總資產賬值
之概約比重

於購入
日期之

到期孳息率 購入成本

*年內購入
成本╱於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之賬面值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之市值╱
公允值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之已確認累
計公允值虧

損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
已確認

公允值虧損
% %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A B C D = C – A E = C – B
於香港或新加坡上市之債務證券

飛機租賃 10.93 3.04 4.93 15,444 14,744 14,455 (989) (289)

物業 89.07 24.75 5.26 – 12.50 120,497 118,935 117,743 (2,754) (1,192)

100.00 27.79 135,941 133,679 132,198 (3,743) (1,481)

* 有關款項為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購入證券之成本及╱或從上一個財
政年度結轉證券之賬面值，並計入本財政年度額外購入及╱或出售之證券（如有）。

於年末，本集團所持有之債務證券於購入時之到期孳息率介乎每年4.93%至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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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績

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8,519,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虧損138,099,000港元），主要由於應收貸款及利息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回
12,232,000港元，儘管部份由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預期
信貸虧損撥備4,574,000港元及主要與評估及編製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招標程序
之文件所產生之專業費用相關之其他開支增加所抵銷。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15,98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全面開支總額131,157,000港元），
當中包括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收益3,88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虧損2,014,000港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零年財政年度，本集團主要透過其經營業務所產生之現金及股東資金為
其營運融資。於年末，本集團持有流動資產308,84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312,217,000港元）及速動資產（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合共159,72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29,459,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
比率，以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14,19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25,321,000港元）計
算，比率約21.8（二零一九年：12.3），處於流動資金充裕水平。本集團一直積極
尋找勘探及生產天然資源的投資機會，並保留其現金資源以用於潛在投資機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總額增加至475,763,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469,264,000港元）。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負債總額16,265,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25,368,000港元）除以資產總額計算）約為3%（二零一九年：5%），處於
低水平。年內之融資成本為租賃負債之估算利息16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239,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459,879,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443,896,000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每股約8.78港仙（二零一九年：8.47港
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增加15,983,000港元，主要為年內賺取的溢利及換算
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收益。

憑藉手頭上之速動資產，管理層認為本集團擁有足夠之財務資源，以應付其持續
營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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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及二零二一年
三月十六日的公告所披露及如上文所述，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阿根廷時間），
本集團收到政府令指出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將授予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以外之新開採權持有人，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阿根廷時間），Chañares通知
本公司新開採權持有人已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三日（阿根廷時間）接管Chañares油
田開採權。

該政府令指出，本集團所提交反對碳氫化合物部門的決定之上訴信已遭駁回。本
集團一直就此事以及撤銷政府令可能採取的法律行動尋求法律諮詢。

本集團已獲Chañares告知，其將就終止油田開採權繼續對門多薩省政府採取法律
行動並且擬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以尋求應付其之賠償金。本集團擬就可能採取的
法律行動尋求法律諮詢，以保障本公司於此方面之利益。

前景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日之通函所披露，經過適當評估有關
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本集團於CHE油田開採權區的權益屬於其中一部份）之數
據及資料後，本公司擬透過其於阿根廷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根據招標程序就
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提交一項投標要約。此外，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
三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九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
九月七日之公佈所述，由於各種原因，批准提交投標要約之本公司股東大會及招
標程序時間表經已延期。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之公佈所披露，經適當評估當前市況（包
括布蘭特原油之國際油價及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的最新資料）後，本公司擬透過
其於阿根廷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根據招標程序之經修訂時間表就Chañares油田開
採權區提交一項經修訂投標要約。本公司股東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七日批准
建議提交經修訂投標要約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
十月八日的通函），而本集團已相應地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八日（阿根廷時間）
提交經修訂投標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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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的公佈，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阿根廷時間），由於各種原因，本集團收到政府令，其
指出Chañares油田開採權區將授予本公司於阿根廷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以外的新
開採權持有人，而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阿根廷時間），本公司獲Chañares告
知，新開採權持有人已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三日（阿根廷時間）接管Chañares油田
開採權區。

本集團一直尋求法律諮詢及可能採取的法律行動，以保障其在此方面之利益。本
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公佈，以通知股東有關此事項的任何最新資料。

儘管存在上述事宜，本集團一直積極尋找勘探及生產天然資源的其他投資機會，
包括於加拿大的油田項目。本公司將於此項目有進一步重大發展時刊發公佈，以
知會股東。

就宏觀經濟層面而言，有跡象顯示近期經香港及包括美國、英國、日本及韓國等
多個國家推出疫苗接種計劃後，全球疫情情況已有所緩解，為經濟全面復甦鋪路。
特別是有跡象顯示，中國經濟在疫情穩定後，經濟及市場情況明顯改善，正在走
上復甦之路。中國於二零二零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的正增長，而香港亦已處於有
利位置可繼續受惠於國家經濟之可持續增長。儘管如此，疫情之演變及持續時間
實難以預測，因此，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採取審慎方式管理本集團之業務，以及
涉獵業務及投資機會。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指已闡明原因
之偏離事項除外：

主席及行政總裁
守則條文第A.2.1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應有所區分，不應
由同一人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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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離事項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
文第A.2.1條。本公司前執行董事劉志弋先生（「劉先生」）同時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
之職責直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劉先生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辭任後，董
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懸空。本公司仍在物色合適人選，以填補本公司董事
會主席及行政總裁之空缺。日常管理職責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分擔；而本集團之整
體方向及業務策略則在董事會的同意下決定。董事會內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其提供獨立及不同的觀點。因此，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具有充分的權力平衡及保
障，令本公司能夠迅速及有效地落實並執行決策。

有效溝通
守則條文第E.1.2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偏離事項
前董事會主席劉先生因處理其他重要事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
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然而，本公司執行董事蘇家樂先生已根據本公司
之公司細則第70條主持大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由審核
委員會審閱，並由董事會根據審核委員會之建議正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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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
收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以及相關附註所呈列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大華馬施雲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並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數額
一致及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經董事會批准。大華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
司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
閱工作準則或香港鑒證工作準則而進行之鑒證工作，因此，大華馬施雲會計師事
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就本公佈作出保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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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長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蘇家樂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蘇家樂先生、姚震港先生及陳瑞源先生；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治平先生、梁碧霞女士及鄺天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