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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3633.HK） 
 

公佈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12 個月之全年業績 

營業額增長 53.5%達 2,754,084,000 港元 

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大幅增長 162.5%至 226,021,000 港元 
 

積極擴張下游燃氣項目  

把握中國天然氣上升需求 

推動集團業務持續增長 

 

財務摘要 
截至 12 月 31 日止 12 個月之年度(港幣千元) 

2012 2011 變動百分比 

營業額 2,754,084  1,794,319 53.5% 

毛利 

(毛利率) 
648,612 
(23.6%) 

428,595 
(23.9%) 

51.3% 
(0.3%) 

EBITDA 523,821 274,541 90.8% 

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 226,021 86,114 162.5% 

每股盈利 

基本 

攤薄 

 
9.05 港仙 

9.01 港仙 

 
3.82 港仙 

3.77 港仙 

 
136.9% 
139.0% 

 
(2013年3月8日，香港訊) – 中裕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中裕燃氣」或「公司」，連同其附

屬公司，統稱「集團」）（股份代號：3633.HK），中國領先的燃氣運營商之一，今天公佈

其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12個月之 (「年內」)年度業績。 

 

年內，集團之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約1,794,319,000港元增加53.5%至約2,754,084,000港元。

營業額之大幅增長主要由於集團之銷售管道燃氣、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以及經營壓縮天

然氣加氣站業務強勁增長所致。 

 

年內，毛利由去年同期約428,595,000港元增加51.3%至648,612,000港元。整體毛利率為

23.6%（二零一一年：23.9%）。年內，價格調整聯動機制令集團成功將燃氣採購成本轉嫁

予住宅客戶，使面向住宅客戶之銷售燃氣業務之利潤率提升，從而帶動整體毛利率上升。然

而，由於該增長利潤被來自管道燃氣銷售（利潤率通常相對較低）之營業額比例增加所抵銷，

致使整體毛利率維持平穩。集團於年內之銷售管道燃氣總營業額佔比增加至約72.9%（二零

一一年： 68.6%）。 



第 2 頁 

 

 

 

年內，集團之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持續經營業務盈利由去年約274,541,000港

元增長90.8%至523,821,000 港元。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於年內約為226,021,000港元，

較去年約86,114,000港元增長約162.5%。 

 

業務回顧 

 

營業額分析 

截至 12 月 31 日止 12 個月之年度(港幣千元) 

營業額 佔總營業額比例 

2012 2011 變動 2012 2011 

銷售管道燃氣 
2,007,110 1,231,876 62.9% 72.9% 68.6%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 546,378 394,470 38.5% 19.8% 22.0% 

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166,431 123,373 34.9% 6.0% 6.9% 

銷售液化石油氣 29,667 40,974 (27.6)% 1.1% 2.3% 

銷售火爐及相關設備 4,498 3,626 24.0% 0.2% 0.2% 

總計 2,754,084 1,794,319 53.5% 100.0% 100.0% 

 

下游天燃氣分銷 

於2012年12月31日，集團擁有的燃氣項目達到17個，其中12個位於河南省，3個位於山東

省，1個位於江蘇省，1個位於福建省。於集團燃氣項目所經營之地區目前擁有之總可接駁

中心城市人口約為4,308,000(2011年︰3,525,000)，預計可接駁住宅用戶總共約為

1,231,000(2011年︰992,000)。 

 

管道燃氣銷售 

年內，管道燃氣銷售額達約2,007,11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62.9%。銷售管道燃氣

迅速增長主要由於燃氣銷量由去年同期的418,072,000立方米增加68.4%至704,087,000立

方米所致。年內，近乎94%之管道燃氣總銷量乃源自提供天然氣。 

 

燃氣管道建設 

年內，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約為546,37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38.5%。燃氣管

道建設之接駁收益增加主要由於年內於中國山東省及河南省之臨沂市、三門峽市、永城市及

漯河市之住宅用戶新增管道燃氣接駁增加，導致為住宅用戶完成接駁燃氣管道之建設工程由

100,795宗增至137,647宗所致。集團向住宅用戶收取之平均接駁費約人民幣2,700元（二零

一一年：人民幣2,680元）。 

 

燃氣管道建設之接駁收益佔集團總營業額約19.8%，繼續為集團營業額之主要來源之一。於

2012年12月31日，集團之住宅管道接駁之滲透率達54.4%（二零一一年：53.0%，即集團

住宅用戶累積數目佔估計可接駁住宅用戶總數之百分比）。 

 

壓縮天然氣加氣站銷售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12個月，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收益約為166,431,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約34.9%。該項增加主要由於漯河市之一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於2011年5月投

入運營，令漯河市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32.4%所致。年內，每一站之天然氣使用量由去

年同期約1,861,000立方米增加135.7%至約4,387,000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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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源自經營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之營業額佔集團總營業額約6.0%。集團壓縮天然氣加氣站

數目由2011年的9個增加至2012年的12個。此外，集團已著手於中國建設額外8個壓縮天然

氣加氣站。預計6個新壓縮天然氣加氣站將於2013年投入營運。餘下新壓縮天然氣加氣站預

期將於2014年投入營運。 

 

上游煤層氣勘探 

集團已取得8個煤柱，分別位於中國河南省焦作、鄭州、平頂山（包括禹州及汝州）、鶴壁、

義馬及永夏市，以勘探、開採、開發及生產煤層氣。集團於河南省之煤層氣勘探運作順利。

集團將持續向投資者公佈勘探最新進展。 

 

年內重大事項 

 

轉板上市 

公司已成功於 2012 年 7 月 11 日轉往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新股份代號為

「3633」。  

 

就武夷山市管道天然氣項目之獨家權利進行競標 

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武夷山市中閩天然氣有限公司(「武夷山中閩」) 已獲地方政府

批准為合資格參與者。目前，武夷山市人民政府正開展整體城市及城市燃氣規劃。於上述規

劃完成後，武夷山中閩計劃就 2013 年項目向地方政府遞交投標書，以於武夷山市取得參與

建設及經營管道天然氣項目之獨家權利。 

 

最新併購項目 

 

取得上海宣閩之 100%股權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裕(河南)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中裕(河南)」)與鄭州泰浦商貿有限公司

（「鄭州泰浦」）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訂立上海宣閩能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宣閩」)

股權轉讓協議。據此，中裕(河南)將以總代價人民幣 145,000,000 元(相當於約 180,000,000

港元)，從鄭州泰浦取得上海宣閩之全部股權。股權轉讓完成後，上海宣閩將成為中裕燃氣

之全資附屬公司。 

 

上海宣閩目前擁有邵武市宣燃天然氣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權。上海宣閩從地方當局獲得特許經

營權，以在中國邵武市經營銷售及分銷天然氣。為期 30 年的特許經營權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獲授獨家經營。 

 

邵武市是中國福建省閩北區的主要工業城鎮，總面積及人口分別為 2,852 平方公里及

300,000 人。邵武市工業發展迅速，綜合經濟實力不斷增長，有 170 家工業企業，工業產值

為人民幣 146 億元。 

 

取得南京晶橋之100%股權 

於 2012 年 10 月 8 日，鄭州東信鋁業有限公司(「鄭州東信」)與中裕(河南)訂立南京晶橋能

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晶橋」)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中裕(河南)將以總代價人民幣

130,000,000 元(相當於約 160,000,000 港元)，付予鄭州東信以取得南京晶橋之全部股權。

股權轉讓完成後，南京晶橋將成為中裕燃氣之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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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晶橋目前主要於中國南京晶橋鎮從事天然氣儲量及相關管道基建項目之建設業務。南京

晶橋從地方當局獲得特許經營權，以在中國南京晶橋鎮經營銷售及分銷天然氣及壓縮天然氣

加氣站。為期 30 年的特許經營權自 2010 年 6 月 21 日起獲授獨家經營。 

 

晶橋鎮為中國江蘇省南京市主要工業城鎮，總面積及人口分別為 150 平方公里及 44,000

人。晶橋鎮工業發展迅速，綜合經濟實力不斷增長，有 170 家工業企業，工業產值為人民

幣 25.2 億元。 

 
增長前景 

由於中國國內的宏觀經濟環境理想，加上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令管道燃氣使用的需求不斷增

加，預期天然氣市場可繼續穩步成長，集團對其未來前景充滿信心。未來集團會拓展其下游

天然氣分銷業務，重點發展高利潤的工商業用戶和加氣站業務，力爭於現時經營業務的九個

城市提高其滲透率。 

 

西氣東輸管道二期之主要管道已經竣工及投產供氣，而西氣東輸管道二期向偃師市供應管道

燃氣之輔助管道亦已於 2012 年 10 月下旬竣工及開始供氣。據此，集團位於該城市之項目

之管道燃氣銷售及供應已大大提升，並有助集團接駁更多終端用戶，以提高集團之營業額，

從而改善其盈利基礎。 

 

除上述策略外，集團現正謹慎尋找合適之投資機會。憑藉我們穩健之財務狀況，以及下游項

目所產生之穩定現金流量，我們相信可審慎地增加我們之市場滲透率。同時，我們亦致力透

過與業內具規模前景之同業合作以提升營運效率，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 

 

— 完 — 

 

公司簡介 

中裕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中裕燃氣」）（股份代號：3633.HK）為中國領先的燃氣運營商。

目前中裕燃氣擁有 17 個正在運營中的下游項目，其中 12 個位於河南，3 個位於山東，1 個

位於江蘇省，1 個位於福建省。憑藉其廣泛的客戶基礎、專業的管理團隊，集團將致力拓展

燃氣銷售業務，把握中國市場對清潔能源不斷上升的需求，推動業務長期持續穩定發展。 

 

公司網址: http://www.zygas.com.cn 

 

此新聞稿由博達浩華國際財經傳訊集團代中裕燃氣控股有限公司發佈。如有垂詢，請聯絡： 

 

中裕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呂小強先生 

電話: (852) 2295-1550 / (852) 2295-1555 

傳真: (852) 2295-1228  

電郵: daniellui@zhongyugas.com  

 
博達浩華國際財經傳訊集團 

投資者關係 傳媒關係 

忻紅玲小姐 李耀榮先生 

電話: (852) 3150 6771 電話: (852) 3150 6707 

http://www.zyga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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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852) 3150 6728 傳真: (852) 3150 6728 

電郵: cindy.xin@ pordahavas.com 電郵: bunny.lee@pordahava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