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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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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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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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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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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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8,552,947 8,149,851

銷售及服務成本 (8,327,018) (7,888,643)  

毛利 225,929 261,208

其他收入 4 47,865 91,640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255) (8,594)

（已確認）已撥回減值虧損 (3,430) 6,716

分銷及銷售開支 (9,538) (15,305)

行政開支 (90,874) (86,86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753) (12,890)

融資成本 6 (87,667) (23,498)  

除稅前溢利 71,277 212,415

所得稅開支 7 (25,176) (38,977)  

年內溢利 8 46,101 173,438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於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 

股本工具投資的公平值虧損 (26,886) —

與不會重新分類項目相關之遞延稅項 6,721 —  

(20,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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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後或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43) (11,014)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 — 18,686

與或會重新分類項目相關之遞延稅項 — (4,672)  

(43) 3,000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20,208) 3,000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25,893 176,438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8,357 142,060

非控股權益 17,744 31,378  

46,101 173,438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149 145,060

非控股權益 17,744 31,378  

25,893 176,438  

每股盈利（人民幣分） 9
— 基本 0.43 2.18  

— 攤薄 0.43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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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13,854 753,846

預付租賃款 37,253 38,732

商譽 34,070 34,070

無形資產 7,380 7,77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32,919 143,672

衍生金融工具 3,150 —

長期應收款項 5,088 122,717

就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支付之按金 — 190,748

遞延稅項資產 1,124 —

可供出售投資 — 220,886  

934,838 1,512,444  

流動資產

存貨 18,422 21,80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3,195,279 1,669,895

合約資產 3,970 —

預付租賃款 1,479 1,479

於一年內到期的長期應收款項 — 62,91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983 603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一名非控股權益擁有人 
款項 1,204 1,204

應收一名有關連人士款項 1,866 1,86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7,500 —

已抵押銀行存款 368,189 295,916

銀行結餘及現金 67,654 50,073  

3,666,546 2,10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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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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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2,193 1,398,295

合約負債 110,855 —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7,057 38,505

應付稅項 80,598 100,163

於一年內到期的銀行及其他借貸 1,037,611 587,708  

2,758,314 2,124,671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908,232 (18,91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43,070 1,493,53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51,378 549,014

儲備 800,739 780,04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52,117 1,329,062

非控股權益 134,541 116,823  

權益總額 1,486,658 1,445,88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3,737 12,645

於一年後到期的銀行及其他借貸 77,678 35,000

擔保票據 264,997 —  

356,412 47,645  

1,843,070 1,493,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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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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全資擁有之有限公司。

本集團主要從事與多名對手方訂立石油及天然氣買賣合約之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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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呈列，其亦為本公司之呈列貨幣。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強制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及相關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與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以股份付款的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 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一併應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

度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 轉讓投資物業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外，於本年度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
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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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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號 租約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償付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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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計劃修正、縮減或清償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1

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待定日期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對收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期初或之後的業務合併及資產收

購生效
5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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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分拆客戶合約收益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

生產及銷售

液化天然氣

石油及天然

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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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貨品

石油及天然氣合約 — 6,975,615 — 6,975,615

液化天然氣 1,239,718 — — 1,239,718

加氣站車用氣 — — 16,006 16,006

管道天然氣 — — 296,068 296,068    

小計 1,239,718 6,975,615 312,074 8,527,407    

提供服務

興建天然氣管道基礎設施 — — 10,322 10,322

液化天然氣運輸 — — 15,218 15,218    

小計 — — 25,540 25,540    

總計 1,239,718 6,975,615 337,614 8,552,947    

地域市場

中國，不包括香港 1,239,718 3,778,710 337,614 5,356,042

新加坡 — 3,196,905 — 3,196,905    

1,239,718 6,975,615 337,614 8,552,947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個時間 1,239,718 6,975,615 312,074 8,527,407

按一段時間 — — 25,540 25,540    

總計 1,239,718 6,975,615 337,614 8,55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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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貨品

石油及天然氣合約 6,905,949

液化天然氣 1,023,783

加氣站車用氣 15,497

管道天然氣 185,989 

小計 8,131,218 

提供服務

興建天然氣管道基礎設施 4,114

液化天然氣運輸 14,519 

小計 18,633 

總計 8,14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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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根據客戶類型及分銷產品以及提供服務的方式劃分業務單位，相關資料會據此編製並向
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之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分部溢利
╱虧損指各分部賺取之溢利╱產生之虧損，並無分配中央行政成本、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利息
收入、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就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支付之按金之損害賠償索償、已確認減值虧損
撥回、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變動收益、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平值變動的收益及融資成本。此為向
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方法。須予呈報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本集團之經營及須予呈報分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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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立石油及天然氣買賣合約

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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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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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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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分部收益 1,239,718 6,975,615 337,614 8,552,947    

分部業績 85,923 26,507 13,992 126,422   

利息收入 46,868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8,049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3,150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0,753)

融資成本 (87,667)

未分配企業開支 (14,792) 

除稅前溢利 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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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及銷售 

液化天然氣
石油及 

天然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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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分部收益 1,023,783 6,905,949 220,119 8,149,851    

分部業績 105,496 45,768 11,795 163,059   

利息收入 72,007

就收購一間聯營公司已支付按金 

產生之損害賠償申索 19,075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已確認 

減值虧損撥回 6,716

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14,939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2,890)

融資成本 (23,498)

未分配企業開支 (26,993) 

除稅前溢利 21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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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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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以下各方之利息收入
— 銀行 4,027 1,956
— 長期應收款項 — 3,734
— 就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支付之按金 42,841 66,317  

46,868 72,007

就收購一間聯營公司已支付按金產生之損害賠償申索 — 19,075

其他 997 558  

47,865 91,640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1) 38

外匯虧損淨額 (11,890) (23,571)

結付應付代價收益 437 —

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 14,939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3,150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8,049 —  

(255) (8,594)  

6.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66,624 17,937

擔保票據之利息 21,338 —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 5,699  

利息支出總額 87,962 23,636

減：在建工程已資本化金額 (295) (138)  

87,667 2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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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 本年度 11 495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本年度 20,055 34,472  

遞延稅項
— 本年度 5,110 4,010  

25,176 38,977  

8. 年內溢利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溢利已扣除：

核數師薪酬 1,700 1,900

無形資產之攤銷（計入行政開支） 393 393

預付租賃款之攤銷 1,479 1,389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8,315,952 7,877,06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0,081 60,293

有關辦公物業之經營租賃付款 2,815 1,397

董事酬金 4,012 4,139

工資及其他福利 49,342 48,37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228 7,280  

員工成本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 55,570 5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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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數據計算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28,357 142,060  

股份數目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536,891 6,518,339

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
— 發行代價股份 — 27,291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536,891 6,545,630  

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發行代價股份，因其不會
導致每股盈利減少。

計算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兌換本公司流通在外可換
股債券，因其行使不會導致每股盈利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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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2,253,871 1,086,320

減：信貸虧損撥備 (6,791) (2,206)  

2,247,080 1,084,114  

應收股息 97,213 —

減：信貸虧損撥備 (1,693) —  

95,520 —  

應收代價 252,800 —

其他應收賬款 7,944 16,330

預付款 591,935 569,451  

3,195,279 1,66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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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齡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日內 917,868 485,640

31至90日 105,968 595,137

91至180日 1,143,490 681

180日以上 79,754 2,656  

2,247,080 1,084,114  



– 16 –

11.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負債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699,379 675,819

應付票據 723,013 533,140

其他應付賬款 36,434 41,492

其他應付稅項 28,387 22,787

應付代價 — 16,735

預收賬款 — 107,103

應付酬金 3,949 915

應付工資 1,031 304  

1,492,193 1,39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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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693,843 671,615

91至180日 200 1,064

181至365日 837 389

超過一年 4,499 2,751  

699,379 675,819  

以下為按發行票據日期進行之應付票據賬齡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373,240 487,140

91至180日 232,800 —

超過181日 116,973 46,000  

723,013 53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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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無）。

本集團之管理層討論及分析財務回顧

業務回顧

集團業績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目前，本集團一直在中國主要從事(i)買賣石油
及天然氣產品以及提供相關諮詢服務；及(ii)液化天然氣之加工、分銷、銷售、貿易及
運輸以及其他附屬業務及網絡。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約人民幣8,553,000,000

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8,150,000,000元）及除稅後溢利約人民幣46,000,000元（二零一
八年：約人民幣173,000,000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表現主
要歸功於生產及銷售液化天然氣以及石油及天然氣交易。

本集團的財務業績較二零一八年同期轉壞，主要因為國內外石油及天然氣市場競爭
激烈（於「生產及銷售液化天然氣」及「石油及天然氣交易」章節進一步詳述）。

生產及銷售液化天然氣

於本年度，本集團生產的液化天然氣約為470,000,000立方米，與去年相比增加約
23,000,000立方米或5.1%。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液化天然氣
銷售業務之營業額為約人民幣1,240,000,000元，與去年相比增加約人民幣216,000,000

元或21.1%，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14.5%。毛利減少約人民幣27,000,000元至約人民幣
180,000,000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207,000,000元）。但毛利率由約20.2%下跌至約
14.5%。

石油及天然氣交易

於本年度，來自石油及天然氣交易之收益由去年的約人民幣6,906,000,000元增加約人
民幣70,000,000元或1%至約人民幣6,976,000,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81.6%。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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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約人民幣29,000,000元減少至約人民幣17,000,000元，毛利率因國際油價波動而由約
0.4%減至0.2%。

前景

隨著能源消費結構的持續調整及清潔能源的不斷推廣，天然氣行業的發展及對天然
氣的需求將維持穩定增長。本集團預計天然氣市場的改革將有利於本集團業務營運
所處的市場環境。

管理層密切關注市場環境，並將繼續採取審慎措施及實施多項策略盡量減低此市況
下各種挑戰對業務之不利影響。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發展其天然氣業務及尋求新
的業務機會以為其股東創造價值。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8,553,000,000元（二
零一八年：約人民幣8,150,000,000元）。營業額增加主要是由於生產及銷售液化天然氣
所得收益增加，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業務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
1,240,000,000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1,024,000,000元）。

毛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毛利約為人民幣226,000,000元（二零一八年：
約人民幣261,000,000元）。毛利減少乃主要由於液化天然氣市場競爭激烈。因此，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毛利率由約3.2%（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下降至約2.6%。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48,000,000元（二零一八
年：約人民幣92,000,000元）。其他收入減少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九
日收到仲裁判決，導致去年確認就收購一間聯營公司已支付按金產生之利息收入及
非經常性損害賠償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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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91,000,000元（二零
一八年：約人民幣87,000,000元），相比去年增長約4.6%。

融資成本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融資成本約人民幣88,000,000元（二零
一八年：約人民幣23,000,000元），增加約273.1%。該大幅增長主要是由於年內銀行及
其他借貸及擔保票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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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25,000,000元（二零一八年：約
人民幣39,000,000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應課稅收入減少。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人民幣68,000,000元（二零
一八年：約人民幣50,000,000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額約為人民幣908,000,000元（二零一
八年：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19,000,000元）。流動比率約為1.33（二零一八年：約0.99）。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一年內到期之借款約為人民幣1,038,000,000元，
且約人民幣78,000,000元須於一年後償還，及擔保票據約人民幣265,000,000元。本集團
之資產負債比率指債務股本比率，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0.9，而二零一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0.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支出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
20,000,000元（二零一八年：約人民幣26,000,000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就銀行融資抵押合共約人民幣877,000,000元（二
零一八年：約人民幣765,000,000元）之資產予銀行。



– 20 –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聯營公司所獲取之人民幣135,000,000元（二零
一八年：人民幣13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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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務政策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大部份交易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及結算。港元、人民幣
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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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美元計值
之貨幣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故本集團未曾因匯兌波動而遇到任何重大
困難及流動資金問題。本集團仍然密切監察整體之貨幣風險。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約420名僱員（二零一八年：約450名）。酬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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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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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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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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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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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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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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圍

載於初步公佈的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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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同意為載於本集團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數額。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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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對初
步公佈發出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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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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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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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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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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ex.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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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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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