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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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UNITED	ENERGY	GROUP	LIMITED
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之全年業績公佈

主要財務摘要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業績

營業額 25,357	 �,���  ��0%     

除稅前虧損 (56,035	) (���,0�� ) (�0% )
所得稅（支出）╱抵免 (2,585	) �0,���  (���% )
減：少數股東應佔利潤╱（虧損） 2,916	 (�,��� ) ���%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61,536	) (��0,��� ) (��% )     

每股基本虧損 (0.48港仙)  (�.��港仙 ） (��% )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財務報表主要項目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497,137	 �,���,���  不適用
總資產 2,934,038	 �,���,00�  �.�%
每股資產淨值 0.22港元	 0.��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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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25,357  �,���

銷售及服務成本  (13,621	) (�0� )    

毛利  11,736	 �,���

其他收入 � 103,636	 �0,���
石油開採費用 	 (58,813	) (��,��� )
行政開支  (109,816	)	 (�0�,��� )    

經營虧損  (53,257	) (���,��0 )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88,676	 ��,�0�
出售聯營公司（虧損）╱收益 	 (91,454	) ��,���    

稅前虧損  (56,035	) (���,0�� )

所得稅（支出）╱抵免 � (2,585	) �0,���    

本期間╱年度虧損 � (58,620	) (���,��� )    

以下應佔：

 本公司股東  (61,536	) (��0,��� )
 少數股東權益  2,916	 (�,��� )    

  (58,620	) (���,��� )    

每股虧損

 基本 � (0.48港仙	) (�.��港仙 )    

 攤薄 �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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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年度虧損 (58,620	)	 (���,��� )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480		 �0,���
出售聯營公司時解除外幣換算儲備之匯兌差額 –		 (��,��� )    

本期間╱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除稅 480		 (�,��0 )    

本期間╱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58,140	)	 (���,��� )   

以下應佔：
 本公司股東 (61,277	)	 (���,��� )
 少數股東權益 3,137		 (�,��� )    

 (58,14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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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7,699	 ��,���
投資物業  147,654  ���,0��
無形資產  549,969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0��    

  765,322	 ���,0��    

流動資產

存貨  7,227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 35,017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800	 ��,�0�
抵押銀行存款  4,680	 –
銀行及現金結存  2,117,992	 �,��0,��0    

 	 2,168,716	 �,���,�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0 26,700  ��,0�0
應付董事  7,446  �,���
衍生金融工具  –	 �,���
即期稅項負債  1,087	 –    

  35,233	 ��,���    

流動資產淨值  2,133,483	 �,�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898,805	 �,�0�,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6,084	 ��,�0�    

資產淨值  2,792,721  �,���,���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7,771	 ���,���
儲備  2,369,366	 �,���,��0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497,137	 �,���,���

少數股東權益  295,584	 ���,0��    

權益總額  2,792,7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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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與本集團業務相
關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均於二零零九年四
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並未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期間及過往年度呈報之數額發生重大改變，惟下述者除
外。

a.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影響財務報表之若干披露及呈列。資
產負債表改稱為財務狀況表，而現金流量表之英文名稱則由「the cash flow statement」
改為「the statement of cash flows」。所有與非擁有人進行交易而產生之收入及開支均
於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呈列，而總額則轉入權益變動表。擁有人之權益變動於權益變
動表呈列。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亦規定披露與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各組成部
分有關之重新分類調整及稅務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已追溯應用。

b.	 經營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營分類」要求按由主要營運決策人定期檢討之內部呈報本
集團之組成部分為基準識別經營分類，以向分類調撥資源及評估其表現。過往香港會
計準則第��號「分類呈報」要求實體須利用風險及回報法識別兩個分類（業務分類及地
區分類）,而該實體之「向主要管理人員作出之內部財務呈報制度」作為識別有關分類之
起始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導致重新確認本集團可報告分類，但對本集團已報
告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影響。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已追溯應用。

本集團並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指出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
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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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普遍接納之會計原則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而
編製。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已根據按公平值列賬之投資物業及按公平值計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工具之重估予以調整。

於本期間，本公司將其財政年度年結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便與其
附屬公司之財政年度年結日一致。本期財務報表涵蓋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
個月期間，而比較財務報表涵蓋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故比較金
額並非完全可咨比較。

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須使用若干關鍵假設及估計，此外亦要求董事在應用
會計政策之過程中作出判斷。

3.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包括下列生產原油及向油田提供專利技術支援服務之收益，租金收入及物
業管理服務費收入：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生產原油及向油田提供專利技術支援服務之收益  25,357	 –
租金收入  –	 �,���
物業管理服務費收入  –	 �,���    

  25,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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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1,981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  7,727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11,355	 –
利息收入  7,704	 ��,���
管理費收入  –	 ���
淨匯兌收益  28,560	 –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淨收益  42,179	 –
其他應付款項撥回  4,047	 –
其他  83	 ��    

  103,636	 �0,���    

5.	 分類資料

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營分類」之會計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為一項披露準則，要求以主要經營決策者就分類資源分配及其表現評估
而定期審閱有關本集團各個部門之內部報告作為確認經營分類之基準。相反，原有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號「分類報告」）則規定實體須採用風險及回報法確認兩組分類（即業務及地
區分類）。本集團過往之主要呈報形式為業務分類。相比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釐定之主
要可呈報分類，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已導致本集團須重設可呈報分類。

於過往年度，向外界呈報之分類資料乃基於本集團經營分部，包括物業發展、物業投資、
家居建材批發及石油開採分析。然而，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向主要經營決策者、
本公司執行董事報告之資料乃特別集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石油開採及物業投資。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本集團之報告分類如下：

�. 石油開採－從事生產原油及向油田提供專利技術支援服務之相關活動。

�. 物業投資－投資商業物業以獲取租金收入、物業管理服務費收入及潛在升值。

本集團之須予報告分類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須應用不同技
術及市場推廣策略，故該等須予報告分類須分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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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溢利或虧損不包括以下項目：

－ 其他收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除外）
－ 企業開支
－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 出售聯營公司（虧損）╱收益

分類資產不包括以下項目：

－ 其他資產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已抵押銀行存款
－ 銀行及現金結存

分類負債不包括以下項目：

－ 其他負債
－ 應付董事
－ 衍生金融工具
－ 即期稅項負債

分類非流動資產不包括以下項目：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有關報告分類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資料：

	 	物業投資		 石油開採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  ��,���  ��,���

分類溢利╱（虧損）  �,���  (��,��0 ) (��,��� )

折舊及攤銷  ��  ��,���  ��,��0

其他重大收支項目：

 所得稅抵免╱（支出）  �,���  (�,��� ) �,���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  –  ��,���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  �,���  �,���

分類非流動資產添置  –  ���,���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  ���,���  �0�,���

分類負債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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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投資		 石油開採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 �,���  –  �,���

分類虧損 (�0,��� ) (���,��� ) (�0�,�0� )

折舊及攤銷 ��  ��,���  ��,���

其他重大收支項目：

 所得稅抵免 �0,���  –  �0,���

其他重大非現金項目：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00  –  ��,�00

 存貨撥備 –  ��,���  ��,���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分類資產 ���,0��  ��,���  ���,0��

分類負債 ��,���  ��,���  ��,��0
     

報告分類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損益
報告分類總虧損 (64,946	)	 (�0�,�0� )
未分配金額：
 其他收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除外） 92,281		 �0,���
 企業開支 (83,177	)	 (��0,��� )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88,676		 ��,�0�
 出售聯營公司（虧損）╱收益 (91,454	)	 ��,���    

期╱年內綜合虧損 (58,6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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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報告分類總資產 805,638		 ���,0��
未分配金額：
 其他資產 1,928		 ���,���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800		 ��,�0�
 已抵押銀行存款 4,680		 –
 銀行及現金結存 2,117,992		 �,��0,��0    

綜合資產總值 2,934,038		 �,���,00�   

負債
報告分類總負債 129,566		 ��,��0
未分配金額：
 其他負債 3,218		 �,���
 應付董事 7,446		 �,���
 衍生金融工具 –		 �,���
 即期稅項負債 1,087		 –    

綜合負債總值 141,317		 ��,0��   

地區資料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所
產生之營業額及營運溢利全部來源於中國客戶。此外，本集團大部分非流動資產位於中
國。因此，概無呈列任何地區分析。

來自主要客戶之營業額：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石油開採分類
 客戶甲  25,357	 –

物業投資分類
 客戶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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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期間╱年度虧損

本期間╱年度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攤銷（附註b)  18,010	 –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1,066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40	 –

  1,106	 ���
折舊  11,564	 ��,0��
董事酬金  20,162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0	 –
租賃物業之已付經營租約租金（附註a）  2,605		 �,���
研究及開發支出  2,223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酬金、花紅及補貼（附註a）  12,751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17  ���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款項  54,251	 ���,���
  67,319	 ���,���
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  ���
未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734		 –
匯兌虧損淨額  –	 ��,�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		 �0�,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	 ��,�00
存貨撥備  –	 ��,���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附註c）  8,895	 –    

附註a： 該項金額包括提供予一位董事及員工約達�,�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00�,000港元）之住房福利，該金額已計入員工成本。

附註b： 攤銷費用約��,���,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及
�,���,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乃分別計入石油開採
費用及銷售及服務成本。

附註c： 期內之無形資產減值虧損乃計入綜合收益表之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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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支出╱（抵免	)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期╱年內撥備 	 1,087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    

  1,087	 �0�
遞延稅項  1,498	 (�0,��� )    

  2,585	 (�0,��� )    

本集團並無就百慕達、巴哈馬、英屬處女群島或香港之利得稅撥備，原因是本集團於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產生自或源
自該等司法權區之應課稅溢利。

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照其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根據享有若干稅務優
惠之公司所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收入按適用稅率計算。

尤尼斯油氣技術（中國）有限公司（「尤尼斯」）為外商投資企業，因此自其首個盈利年度起計
兩年獲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隨後三年獲�0%之稅務減免。尤尼斯於二零零七年獲得和享
有首個豁免年度，並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享有�0%稅務減免。因
此，尤尼斯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適用所得稅率為��.�%。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期╱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每股
基本虧損按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採用之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61,536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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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止十二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777,091,632		 ��,���,0��,���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並無任何具攤薄潛力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賬款（附註a） 	 13,778	 –
其他應收賬款（附註b）  21,239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總額 	 35,017	 ���,���    

(a)	 貿易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以賒欠進行，信用期一般為�0天。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
未償還應收賬款，由董事定期檢討過期未付結餘。

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0天  13,778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賬款並無逾期或減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所有貿易賬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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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應收賬款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合營夥伴款項  16,380	 –
應收代價（附註i）  –	 �0�,���
按金及預付款項  2,195	 �,���
預付員工款項  2,280	 –
應收一間已出售聯營公司之款項  –	 ��,0��
其他  384	 ���    

其他應收賬款總額  21,239	 ���,���    

(i) 應收代價指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出售大東方而應收獨立第三
方之款項。該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已於期內悉數償還。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計營運費用  15,643	 ��,��0
應付酬金及福利  2,544	 �,���
已收按金  947	 �,�0�
其他應付稅項  1,194	 ���
其他  6,372	 ��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總額  26,7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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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末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星期五）至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
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於該期間不會登記股份轉讓。為符合出席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00,000港元，較二零
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000港元增長約��0.�%。期內營業額包括來自新收購
之油田支援服務業務收入。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只包括來自中
國一幢商業大廈之租賃收入及物業管理服務費收入。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其他收入增加約�0�.�%至約�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00,000港元），升幅主要源自已變現匯兌收
益、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收益、投資物業重估未變現公平值計入收益及
衍生金融工具之到期回撥。

行政開支由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0�,000,000港元減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九個月約��0,000,000港元，主要包括因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非
現金開支約��,�00,000港元。期內行政開支減少主要由於上年一次性撥備於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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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八月，本集團成功完成以約���,000,000港元之代價出售一間從事投資控股
之聯營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初期投資成本約�00,000,000港元。計入該聯營公司利潤
分配後，期內產生虧損約��,000,000港元。但該次出售可進一步改善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營
運資金狀況。

綜合上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約為
��,�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
��0,�00,000港元減少��.�%。因此，每股基本虧損為0.��港仙，同比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虧損為�.��港仙。

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內部監控及財
務申報事宜，並認為其令人滿意。

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一直維持其進取之收購策略。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九日，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以現金代價���,000,000港元收購喜年投
資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喜年集團」）全部已發行股本。該項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七月
三十一日完成。喜年集團主要從事向油田提供專利技術支援服務之業務。截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此新收購之油田支援服務業務對本集團營業額帶來服務費
收入約��,�00,000港元之貢獻。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七日，本公司新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United Energ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Ferry Lirungan（「FL」）及Madura Petroleum Limited（「Madura Petroleum」） 
訂立股份購買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以現金代價約��,�0�,000美元（相當於約
���,���,000港元）向Madura Petroleum收購PC (NAD) International Limited（「PCI」）全部已
發行股本。PCI於馬都拉產量分成合約中持有�0%之參與權益，該合約有關參與及協助
BPMIGAS加快勘探及開發印尼馬都拉合約區內潛在資源之權利。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日，本公司、本公司之聯營公司Glimmer Stone Investments 
Limited（「Glimmer Stone」）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撤資協議，據此(�)Glimmer 
Stone同意以現金代價約���,���,000港元贖回本公司持有之所有贖回股份；及(�)本公司同
意以現金代價�0,���港元向買方出售銷售股份。該項出售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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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於Transmeridian之投資及仲裁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本 公 司 向Transmeridian Exploration Incorporated 
（「Transmeridian」）採購為數約��,000,000美元之石油生產設備（「該生產設備」）, 但
Transmeridian未能交付該生產設備。Transmeridian於德克薩斯州南區美國破產法院侯詩頓
分部(United States Bankruptcy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Texas, Houston Division)
（「破產法院」），根據破產法(Bankruptcy Code)第��章申請自願重組，另第��章頒令共同
執行有關Transmeridian Exploration Incorporated破產案件（「破產案件」）。就破產案件，破
產法院確認債務人首份經修訂共同綜合清盤計劃及批准一項全球性清算案。按此，本公
司可取回該生產設備之擁有權（「全球性清算案」）。根據全球性清算案，於二零一零年二
月三日，本公司從Transmeridian破產清算信託基金(Transmeridian Exploration Liquidating 
Trust)就該生產設備索償取得分派金額約�,�00,000美元，有關金額將計入其下一份財務報
表。

另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本集團就其持有Transmeridian優先票據自契約信託人取
得分派金額約��,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九日，破產法院根據第��章之共同執
行破產案件頒令），並錄得收益約��,000,000港元，有關金額已計入其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財務報表。

於本公佈日期，有關Transmeridian之法律訴訟仍在進行及仍未完全結束。

分類資料

有關本集團之分類資料載於本公佈附註�。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財務狀況一直維持穩健，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等同
現金項目約為�,���,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發行履約債券共有銀行融資約�,��0,000港元，有
關履約債券乃作為本集團履行其承諾支付於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之Madura 
Block生產分成合約擬定首三年勘探期內之地震勘測費用相關責任之擔保而作出。本集團
賬面值約�,��0,000港元之銀行現金已就該等銀行融資作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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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本集團就發行履約債券另有銀行融資約���,000,000港元
（相等於約�0,000,000美元），有關履約債券乃作為保證聯合石油天然氣投資有限公司（本
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承諾履行於高升項目中提高採油率合同（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九月
十五日）內記述於開發期內聯合石油之責任。本集團賬面值約���,000,000港元（相等於約
�0,000,000美元）之銀行現金已就該等銀行融資作出抵押。

本集團並無長期借貸，故資產負債比率並不適用。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
比率約為��.��（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乃按流動資產約�,���,�00,000港
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00,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0,000港元）計算。

資本結構

自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本集團之資本結構無重大變化。

訂單

因本集團業務性質關係，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訂單記錄。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合共僱用���名全職僱員。

本集團參考個別員工之表現及當時之市場慣例，以定期檢討及釐定僱員薪酬待遇。薪酬
待遇包括基本薪金、年終花紅、醫療及退休強積金。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交易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於回顧期內，美元及人民幣
兌港元之匯率相對穩定。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使用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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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本集團只有一位客戶，故最大及首五大客戶佔總營業額為�00%。

除支付油田支援服務業務支出及經營費用外，本集團於本期並無任何重大採購。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而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於
期內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並
已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與管理層進行討
論。

其他委員會

除審核委員會外，董事會亦已成立薪酬委員會。各委員會均已訂立其職責範圍，並以書
面列明。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操守守則（「標準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守
則條文，惟下文所披露者除外：

守則條文A.�.�本公司尚未設有行政總裁一職，而本公司行政職責乃由執行董事及管理層
履行。因此，本公司重大決策由董事會作出。

守則條文A.�.�非執行董事並無任何特定任期，惟彼等須遵照本公司章程細則最少每三年
輪值告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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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年報

二零零九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於本公司網站www.uegl.com.hk及披露易網
站www.hkexnews.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宏偉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張宏偉先生、朱軍先生及張美英女士，以及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申烽先生、周少偉先生及朱承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