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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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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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AN HENG GAS HOLDINGS LIMITED
元 亨 燃 氣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2）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業績公佈

業績

元亨燃氣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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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
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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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總額 3 7,188,589 6,447,235  

石油及天然氣銷售合約總額 5,417,772 4,750,093

石油及天然氣購買合約總額 (5,350,120) (4,710,395)

其他收益 3 1,770,817 1,697,142

3 1,838,469 1,736,840

銷售及服務成本 (1,535,932) (1,602,305)  

毛利 302,537 134,535

其他收入 4 11,925 14,942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51,248) 44,571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扣除撥備 3,165 (20,172)

分銷及銷售開支 (12,087) (9,288)

行政開支 (83,148) (76,53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440 (20,595)

融資成本 6 (96,557) (100,294)  

除稅前溢利（虧損） 79,027 (32,839)

所得稅開支 7 (26,555) (11,584)  

年內溢利（虧損） 8 52,472 (44,423)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將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525 320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525 320  

年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52,997 (4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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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363 (53,681)

非控股權益 50,109 9,258  

52,472 (44,423)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88 (53,361)

非控股權益 50,109 9,258  

52,997 (44,103)  

每股盈利（虧損）（人民幣分） 9
— 基本 0.04 (0.82)  

— 攤薄 0.04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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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18,446 662,038

使用權資產 36,483 39,666

商譽 34,070 34,070

無形資產 6,594 6,98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6,764 112,324

衍生金融工具 2,500 2,500

長期應收賬款 — —

遞延稅項資產 629 664  

815,486 858,249  

流動資產

存貨 20,143 19,60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2,577,964 2,970,610

合約資產 2,135 3,446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80 380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一名非控股權益擁有人 

款項 1,204 1,20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8,031 7,744

已抵押銀行存款 87,291 557,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45,841 29,381  

2,742,989 3,589,371  



– 5 –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負債 11 737,156 1,207,593

合約負債 34,392 105,867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45,253 28,947

應付稅項 91,954 86,535

於一年內到期的銀行及其他借貸 1,000,435 1,241,004

租賃負債 718 1,750

擔保票據 33,988 281,302  

1,943,896 2,952,998  

流動資產淨額 799,093 636,37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14,579 1,494,62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51,378 551,378

儲備 750,266 747,3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01,644 1,298,756

非控股權益 119,498 143,799  

權益總額 1,421,142 1,442,55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829 14,274

於一年後到期的銀行及其他借貸 — 37,000

租賃負債 162 793

擔保票據 177,446 —  

193,437 52,067  

1,614,579 1,49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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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事項

元亨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乃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
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之
地址於年報公司資料一節披露。

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冠恆有限公司，其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由本
公司主席兼董事王建清先生全資擁有之有限公司。

本集團主要從事石油及天然氣買賣合約、生產及銷售液化天然氣（「液化天然氣」）、於加氣站銷售
車用氣、銷售管道天然氣、液化天然氣運輸及興建天然氣管道基礎設施。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人民幣呈列，其亦為本公司之呈列貨幣。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於一年內到期的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擔
保票據之現期部份分別約為人民幣45,841,000元、人民幣1,000,435,000元及人民幣33,988,000元。根
據對本集團未來現金流量的估計，經計及(i)經營活動所產生的持續現金流入淨額；及(ii)由於本集
團的往績記錄及與銀行的關係良好，能夠在現有銀行貸款到期時續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
的營運資金為其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報告期末起計十二個月內的一般營運提供資金。因此，綜合
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概念框架指引之修訂及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重大性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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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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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
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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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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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基準改革 — 第2階段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 

  注入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新冠肺炎－相關租金優惠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新冠肺炎－相關租金優惠5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分 類 為 流 動 或 非 流 動 負 債 及 香 港 詮 釋 第5號 

  （二零二零年）財務報表的呈列的相關修訂 — 借款
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的定期貸款的分類6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會計政策之披露6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會計估計之定義6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的相關遞延稅項6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於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3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3

1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生效日期尚未釐定
3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的
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 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負債及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的相關修

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僅影響財務狀況表中流動負債或非流動負債之呈列，而並不影響任何
資產、負債、收入或開支之確認金額或時間，或有關該等項目之披露資料。

該等修訂澄清負債應基於報告期末存在之權利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負債，明確規定分類不受有
關實體是否會行使其延遲清償負債之權利的預期所影響，闡述如於報告期末遵守契約則存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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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且亦引入「結算」的定義，以明確表示結算乃指將現金、股權工具、其他資產或服務轉移至
交易對手。

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分類為流動負債或非流動負債之修訂，而對香港詮釋第5號進行修訂，以
使相應措詞保持一致且結論不變。

該等修訂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追溯應用，且允許提早採納。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償還負債，應用該等修訂不會導致本集團負債分類
發生變動。

3. 分部資料及收益

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用途
之資料主要根據營運性質作出。

具體而言，本集團可報告分部如下：

生產及銷售液化天然氣 批發液化天然氣
石油及天然氣交易 石油及天然氣買賣合約
管道天然氣 銷售管道天然氣及興建天然氣管道基礎設施

此外，於加氣站銷售車用氣業務及液化天然氣運輸業務合併為「其他業務」予以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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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及業績

生產及銷售

液化天然氣

石油及 
天然氣交易 管道天然氣

可報告 
分部總額 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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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分部收益 1,172,808 5,417,772 493,305 7,083,885 104,704 7,188,589      

分部業績 101,043 54,385 53,742 209,170 9,029 218,199      

利息收入 8,268
其他收益及虧損 (38,169)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4,440
融資成本 (96,557)
未分配企業開支 (17,154) 

除稅前溢利 79,027 

生產及銷售
液化天然氣

石油及 
天然氣交易 管道天然氣

可報告 
分部總額 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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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分部收益 1,264,729 4,750,093 404,163 6,418,985 28,250 6,447,235      

分部業績 10,253 48,413 53,709 112,375 (867) 111,508      

利息收入 12,825
其他收益及虧損 (26,367)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20,595)
融資成本 (100,294)
未分配企業開支 (9,916) 

除稅前虧損 (32,839) 

可報告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惟石油及天然氣合約之所得款項總額計入分部
收益，而石油及天然氣合約之收益乃按已售貨品之買賣合約淨額確認。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
所賺取溢利╱所產生虧損而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利息收入、衍生金融工具
之公平值變動收益、若干匯兌差額及融資成本。此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
估之用的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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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及負債

呈報供主要營運決策者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用的本集團經營分部資料並無計入任何資產及
負債。因此，概無呈列分部資產及負債資料。

 收益

就分部報告而言，分部收益包括(i)石油及天然氣銷售合約之所得款項總額及(ii)客戶合約之其他
收益，而本集團收益總額為人民幣1,838,469,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1,736,840,000元），包括(i)

石油及天然氣銷售合約收益人民幣67,652,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39,698,000元）及(ii)客戶合約
之其他收益人民幣1,770,817,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1,697,142,000元）。額外項目於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入表呈列以分開列示石油及天然氣買賣合約總額。

 主要產品及服務產生之收益

以下為本集團自主要產品及服務產生之收益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批發液化天然氣 1,172,808 1,264,729

石油及天然氣買賣合約 67,652 39,698

銷售管道天然氣 475,224 390,018

興建天然氣管道基礎設施 18,081 14,145

銷售加氣站車用氣 20,149 19,343

液化天然氣運輸 84,555 8,907  

1,838,469 1,736,840  

4. 其他收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8,268 12,825

其他 3,657 2,117  

11,925 1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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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343) 22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51,192) 45,694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虧損 — (65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287 244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減值虧損 — (739)  

(51,248) 44,571  

6. 融資成本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73,167 74,425

擔保票據之利息 23,362 25,818

租賃負債之利息 63 167  

總借貸成本 96,592 100,410

減：合資格資產之成本已資本化金額（附註） (35) (116)  

96,557 100,294  

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借貸成本已按每年3.34%（二零二零年：5.13%）之
比率資本化。

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年度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4,965 10,587  

遞延稅項
— 本年度 1,590 997  

26,555 1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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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內溢利（虧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溢利（虧損）已扣除：

核數師薪酬 857 1,700

無形資產之攤銷（計入行政開支） 393 393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3,343 3,770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445,005 1,538,31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8,929 61,039

董事酬金 4,316 4,217

工資及其他福利 48,990 50,37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685 4,992  

員工成本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 53,675 55,366  

9. 每股盈利（虧損）

本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的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2,363 (53,681)  

 股份數目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545,621 6,545,621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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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1,449,052 2,398,843

減：信貸虧損撥備 (20,403) (23,568)  

1,428,649 2,375,275  

其他應收賬款 6,503 12,332

預付款項 1,142,812 583,003  

2,577,964 2,970,610  

下表為按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信貸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日內 532,387 253,525

31至90日 308,216 620,358

91至180日 384,846 277,695

180日以上 203,200 1,223,697  

1,428,649 2,375,275  

11.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負債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488,595 912,264

其他應付賬款 65,708 29,299

其他應付稅項 22,946 21,408

應付工資 502 1,012

認沽期權獲行使之收款 2,500 2,500

預收款項 156,905 241,110  

737,156 1,20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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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所呈列貿易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進行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483,386 458,248

91至180日 1,421 228,200

181至365日 174 223,271

超過一年 3,614 2,545  

488,595 91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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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二零年：
無）。

本集團之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集團業績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目前，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i)買賣石油及天
然氣產品以及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及(ii)液化天然氣的加工、分銷、銷售、貿易及運輸
以及其他附屬業務及網絡。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經營業務總額約人民幣7,189,000,000

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6,447,000,000元），除稅後溢利約人民幣52,000,000元（二零二
零年：虧損約人民幣44,000,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
表現主要來自液化天然氣的生產及銷售以及管道天然氣的銷售。

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從去年到今年實現扭虧為盈，主要因為中國政府採取了有效的新
冠肺炎防控措施，自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以來，中國的經濟活動，特別是工業生產有
序恢復。在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天然氣需求不斷增長的推動下，液化天然氣的平均售
價大幅上漲，因此，本集團的毛利大幅增加（於「生產及銷售液化天然氣」章節進一步
詳述）。

生產及銷售液化天然氣

年內，本集團生產約526,000,000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氣，較去年增加約73,000,000立方米
或16.2％。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液化天然氣業務的銷售收益約為人
民幣1,173,000,000元，較去年減少約人民幣92,000,000元或7.3％，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
16.3％。然而，毛利增加約人民幣102,000,000元至約人民幣163,000,000元（二零二零年：
約人民幣61,000,000元），毛利率由約4.8%上升至約13.9%。

自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以來，隨著復工復產的開展，液化天然氣需求增加，液化天然
氣市場成為賣方市場，導致液化天然氣的平均售價大幅上漲，加上液化天然氣成本相
對較為穩定，生產及銷售液化天然氣的毛利率大幅上升。



– 16 –

銷售管道天然氣及興建天然氣管道基礎設施

年內，管道天然氣及相關服務的銷售收益由約人民幣404,000,000元增加至約人民幣
493,000,000元，較去年增加約人民幣89,000,000元或22.1％，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6.9％。
毛利由約人民幣57,000,000元增加至約人民幣59,000,000元，主要是由於新客戶的開發
增加了對管道天然氣的使用。然而，由於原材料成本增加，毛利率由約14.1％下降至
12％。

石油及天然氣交易

年內，來自石油及天然氣銷售合約總額由約人民幣4,750,000,000元增加至約人民幣
5,418,000,000元，較去年增加約人民幣668,000,000元或14.1％，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
75.4％。毛利由約人民幣40,000,000元增加至約人民幣68,000,000元，毛利率由約0.8%增
加至1.2%。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國際油價走勢仍存在不確定性，管理層將繼
續降本增效，並採取謹慎措施，同時尋求有利可圖的貿易機會。

前景

於二零二零年，中國政府採取果斷措施，有效遏制疫情蔓延，並建立「雙循環」發展模
式，通過「內循環」強化其國內市場。因此，中國經濟恢復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
長2.3%，成為全球經濟復甦的主要動力。

隨著中國政府全力預防及控制污染，堅決推動企業清潔生產，在重點地區穩步實現煤
炭控制目標，因此，天然氣需求將會保持穩定增長。本集團預期有關天然氣市場的政
策將對本集團經營所在的市場環境有利。

管理層密切關注市場環境，並將繼續採取謹慎措施及實施各項策略，以緩解在此市場
狀況下各種挑戰對業務帶來的不利影響。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發展其在天然氣領
域的業務，並探索新的商機，以為其股東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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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7,189,000,000元（二
零二零年：約人民幣6,447,000,000元）。營業額增加主要是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石油及天然氣銷售合約總額增加，其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5,418,000,000

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4,750,000,000元）。

毛利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毛利約為人民幣303,000,000元（二零二零年：約
人民幣135,000,000元）。毛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於二零二零年第三及第四季度液化天
然氣的平均售價大幅上漲，加上原材料價格相對較為穩定。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由約2.1%（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至
約4.2%。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12,000,000元（二零二零
年：約人民幣15,000,000元），較去年減少約20.2%。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外匯虧損淨額約為人民幣51,000,000元，而去
年為外匯收益淨額約為人民幣46,000,000元。該虧損主要是由於匯率波動導致的匯兌
損失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83,000,000元（二零
二零年：約人民幣77,000,000元），相比去年增加約8.6%。

融資成本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融資成本約人民幣97,000,000元（二零
二零年：約人民幣100,000,000元），減少約3.7%。該減少主要是由於年內銀行及其他借
貸及擔保票據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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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因於香港及中國擁有其業務營運而須於該等司法權區納稅。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27,000,000元（二零二零年：約
人民幣12,000,000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應課稅收入增加。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人民幣46,000,000元（二零
二零年：約人民幣29,000,000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額約為人民幣799,000,000元（二零
二零年：約人民幣636,000,000元）。流動比率約為1.41（二零二零年：約1.22）。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一年內到期之借貸約為人民幣1,000,000,000元以
及擔保票據約人民幣211,000,000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指債務股本比率，於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0.85，而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支出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支出約為人民幣
16,000,000元（二零二零年：約人民幣10,000,000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就銀行融資抵押合共約人民幣466,000,000元（二
零二零年：約人民幣952,000,000元）之資產予銀行。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聯營公司所獲取之人民幣115,000,000元銀行貸
款而向銀行出具財務擔保，若銀行要求悉數履行擔保，即該款項須予以償還。截至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聯營公司已清償各自的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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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及結算。人民幣
與港元╱美元之間的匯率波動風險或會影響本集團之表現及資產價值。然而，本集團
未曾因匯兌波動而遇到任何流動資金問題。本集團仍然密切監察整體之貨幣風險。

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約400名僱員（二零二零年：約420名）。薪酬待
遇一般參考市場情況及個別員工資歷而釐定。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及工資一般於每年
根據表現評估及其他相關因素作出檢討。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列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論述之偏離情況除
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區分，且不應
由同一人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的職責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明。王建清先
生（「王先生」）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起一直擔任本公司主席，並於二零一一年
九月十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王先生擁有管理董事會之重要領
導才能，對本集團業務亦有深厚認識。現時架構最適合本公司，乃因此架構可促進本
公司策略之有效制定及落實。透過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之監督，可確保權力及職權平
衡，並無即時需要改變該安排。

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王建清先生（董事會
主席）、保軍先生及周健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因COVID-19疫情導致的出行限制而
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舉行的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二零
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以及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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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然而，獨立非執行董事黃之強先生已根據本公司細則主持二零二
零年股東週年大會及股東特別大會。黃先生具備足夠能力及知識於二零二零年股東
週年大會及股東特別大會上與股東溝通。

守則條文第F.1.2條

企業管治守則第F.1.2條規定，公司秘書之委任須以召開實質董事會會議而非書面決
議案方式處理。現任公司秘書之委任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以書面決議案處理。董事會
認為，在簽立委任現任公司秘書之書面決議案前，已就此事項向全體董事逐一徵詢意
見，而彼等並無任何反對意見，故而毋須以召開實質董事會會議取代書面決議案方式
批准此事項。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審核
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梁海明博士、黃之強先生及謝祺祥先生。

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載於業績公佈的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
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及其相關附註的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信永中和（香港）會計
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為載於本集團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數額。信永中
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而進行的核證委聘，因此信
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無對業績公佈發出核證。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載列之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有關董事之證券交易之守則。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後，本公司董事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
之準則。

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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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頁www.hkexnews.hk「最新上市公司公告」
及網頁www.yuanhenggas.com可供查閱。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將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
所有資料之年報刊登於上述網頁。

承董事會命 

元亨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王建清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王建清先生、保軍先生及周健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梁海明博士、黃之強先生及謝祺祥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