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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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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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玖 源 化 工（集 團）有 限 公 司
Ko Yo Chemcial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27）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盈利約
人民幣25,40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68.7%。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未 經 審 核 之 營 業 額 約 人 民 幣
681,00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1.6%。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之每股基本盈利約
為人民幣0.35分。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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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玖源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或「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經營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據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賬目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680,756 769,967
銷售成本 (570,467) (549,432)

  

毛利 110,289 220,535
  

利息收入 21,343 5,361
分銷成本 (29,464) (27,318)
行政費用 (33,669) (34,700)
其他收入 3,417 1,257

  

經營溢利 4 71,916 165,135
財務成本 (41,227) (59,840)

  

除稅前溢利 30,689 105,295
稅項 5 (5,259) (24,107)

  

股東應佔溢利 25,430 81,188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6 0.35 1.13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分） 6 0.35 1.13
  

已宣佈之每股股息（港仙） 7 零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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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75,987 2,087,704
 遞延所得稅項資產 11 2,085 2,111
 採礦權 334,306 334,306
 無形資產 11,168 11,168
 土地使用權 54,177 54,216

  

2,777,723 2,489,505
  

流動資產
 存貨 66,367 58,63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52,553 112,908
 預付所得稅淨額 – 4,536
 抵押銀行存款 1,525,247 1,228,847
 現金及銀行存款 417,104 350,752
 持作銷售之非流動資產 198,784 198,784

  

2,360,055 1,954,45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378,322 323,480
 短期借貸，有抵押 10 2,194,330 1,933,961
 長期借貸之即期部分，有抵押 10 179,990 129,098

  

2,752,642 2,386,539
  

流動負債淨值 (392,587) (432,08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85,136 2,05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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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方式：
 股本 138,618 138,618
 其他儲備 1,011,879 979,454

  

 股東資金 1,150,497 1,118,072
  

非控股權益 3,600 3,600
  

權益總額 1,154,097 1,121,672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貸，有抵押 10 1,106,642 808,324
 衍生金融負債 33,602 36,530
 遞延補貼收入 4,443 4,546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 86,352 86,352

  

1,231,039 935,752
  

2,385,136 2,05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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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淨現金 96,652 140,282
已付利息 (41,227) (59,840)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流入 55,425 80,442
  

投資活動
 購買固定資產及在建工程支付之款項 (323,596) (345,468)
 已收利息 21,343 5,361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流出 (302,253) (340,107)
  

融資活動前之現金淨流出 (246,828) (259,665)
  

融資活動
 抵押銀行存款增加 (296,400) (230,583)
 應付新造貸款 934,931 655,843
 償還銀行貸款 (325,351) (251,183)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流入 313,180 174,07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 66,352 (85,588)
於一月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0,752 132,094

  

於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17,104 4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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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基於股份的
補償儲備 儲備基金

企業拓展
基金 留存利潤

非控股
權益交易 非控股權益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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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經審核） 138,618 550,133 (22,041) 14,186 33,304 1,131 304,729 – – 1,020,060

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淨溢利 – – – – – – 81,188 – – 81,188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138,618 550,133 (22,041) 14,186 33,304 1,131 385,917 – – 1,101,248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經審核） 138,618 550,133 (22,041) 14,186 44,952 1,131 394,693 – – 1,121,672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淨溢利 – – – – – – 25,430 – – 25,430

授出購股權的
 公平值 – – – 6,995 – – – – – 6,995

轉撥股權至
 非控股權益
 （「非控股權益」） – – – – – – – (3,600) 3,600 –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138,618 550,133 (22,041) 21,181 44,952 1,131 420,123 (3,600) 3,600 1,15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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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內地從事生產和銷售化學製品和化學肥
料。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
券上巿規則（「上巿規則」）附錄16之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所應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保持一致。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
法為計量基準，以公平值計量之若干投資物業及金融投資除外。所有集團內之公司間交
易及結餘已於綜合時對銷。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額人民幣392,587,000元。本公司董事已適
當考慮本集團之流動資金，並就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
表採納持續經營基準，且本集團擁有正經營溢利、持有足夠銀行存款及其將與銀行就尚
未償還銀行貸款續期成功磋商為準。

本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於該六個月期間，在扣除退貨、折扣及增值稅（倘適用）後，就所出售之化學製品
及化學肥料而已收及應收之款項淨額。本集團之收益主要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營業額包括下列製品：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BB肥及複合肥 33,423 4.9 73,609 9.6

尿素 427,486 62.8 540,934 70.2

氨 105,684 15.5 121,153 15.7

碳酸氫銨 – – 1,759 0.3

其他（附註） 114,163 16.8 32,512 4.2
    

680,756 100 769,967 100
    

附註： 其他包括二氧化碳以及尿素、磷酸氫二銨、水溶性高之沖施肥及碳酸鈉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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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扣除：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7,074 29,971

 — 退休計劃供款 4,634 3,969

存貨成本 570,467 549,432

應收呆賬撥備 – 1,098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245 1,532

樓宇之經營租賃 719 499

折舊及攤銷費用 35,107 37,193

授出購股權的公平值 6,995 –

核數師酬金 1,159 757
  

5. 稅項

本集團並無就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或香港之利得稅提撥準備，原因是本集團於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產生自或源自該等司法權區之應課稅溢利。

成都玖源化工有限公司（「成都玖源化工」）、成都玖源複合肥有限公司（「成都玖源複合肥」）
及四川玖源農資化工有限公司（「四川玖源農資」）於二零一三年之適用所得稅率為25%。

達州玖源化工有限公司（「達州玖源化工」）符合資格為外商投資生產企業且位於中國大陸
西部地區。經地方稅務局批准，達州玖源化工符合開發西部地區之優惠稅項政策，享有
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之15%稅率。

因此，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達州玖源化工作出之即期所得稅撥備約為
人民幣5,233,000元。

四川玖源農資、成都玖源複合肥、成都玖源化工及青島玖源化工有限公司於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即期所得稅撥備。

自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賬目內扣除之稅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即期稅項 5,233 24,381

遞延所得稅（附註11） (26) (274)
  

5,259 2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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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
各項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25,430 81,188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7,195,284,615 7,195,284,615

尚未行使購股權之具攤薄潛力股份之影響 56,511 6,457,201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7,195,341,126 7,201,741,816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止六個月之任何股息。

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12,291 5,953

預付款項、進貨按金及其他按金 95,023 67,978

應收票據 4,870 1,800

其他應收款項 40,369 37,177
  

152,553 11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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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本集團給予之信貸期為零至三個月。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少於三個月 10,410 4,072

 超過三個月惟不超過一年 61 55

 超過一年惟不超過兩年 63 1,826

 超過兩年惟不超過三年 1,767 133

 超過三年 5,231 5,108
  

17,532 11,194

減：應收呆賬撥備 (5,241) (5,241)
  

12,291 5,953
  

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30,061 33,084

工程應付款 69,362 45,622

客戶預付款項 163,398 212,309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15,501 32,465
  

378,322 323,480
  

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少於一年 28,287 26,716

 超過一年惟不超過兩年 1,046 2,787

 超過兩年惟不超過三年 101 3,070

 超過三年 627 511
  

30,061 3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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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借貸，有抵押 2,194,330 1,933,961

應付長期借貸：
 少於一年 179,990 129,098

 一至兩年 171,526 203,928

 兩至五年 935,116 604,396

 五年以上 – –
  

1,286,632 937,422

一年以內，並計入流動負債 (179,990) (129,098)
  

1,106,642 808,32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一般由本集團之若干固定資產及抵押現金存款
作抵押。該等借貸以年利率4.96厘至9.00厘（二零一二年：5.24厘至8.84厘）計息。

11. 遞延所得稅

於二零一二年及截至二零一三年止六個月期間概無對沖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

遞延所得稅資產：

可供抵銷
未來應課稅
溢利之虧損 資產減值

遞延補貼
收入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12 679 420 2,111

計入收益表 – – (26) (26)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1,012 679 394 2,085
    

遞延所得稅負債：

評估及
勘探資產 預扣稅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0,867) (5,485) (86,352)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80,867) (5,485) (8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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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和分析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681,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770,000,000元，減少約11.6%。股東應佔溢利約人民幣
25,400,000元（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度溢利約人民幣81,200,000元），較去年減少約
68.7%，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0.35分（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度每股基本溢利約
人民幣1.13分）。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總銷售量（不包括貿易部份）約達274,000噸（二零一二年：
315,000噸），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3%。

就回顧期間而言，本集團之邊際毛利較去年同期由28.6%減少至16.2%，主要是
由於產品售價下降所致。銷售成本約達人民幣570,0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約3.8%。分銷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約7.9%，而行政費用則減少約3.0%。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生產和分銷的化學製品和
化學肥料產品包括尿素、液氨、BB肥、複合肥。

今年上半年，中國國內宏觀經濟增長持續回落放緩，中國化肥行業整體走弱，
化肥產量、表觀消費量以及行業整體收入增長減緩。受累於行業市場低迷及
產品售價的步步回落，本集團上半年盈利狀況、產品產銷量及營業額較去年
同期均有不同程度下跌。

於業務回顧期間，公司位於達州的尿素工廠天然氣供應穩定，生產運營狀態
良好，保持了較高的開工率。針對上半年市場的低迷，公司靈活調整於不同
市場區域的銷售策略，致力保持低庫存，以減少資金及成本壓力。

同時，在上一年開展產品貿易的基礎上，不斷嘗試擴大產品貿易量，截止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貿易額較上年增長約265%，有效彌補了自產產品
營業額的減少，並貢獻了一定的盈利。於產品質量上，尿素產品優等品率一
直穩定在99%以上，進一步增強了公司尿素品牌於市場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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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公司上半年面臨的不利生產經營形勢，以爭取實現全年生產經營目標，
公司將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部署下半年工作：

生產方面：加強工廠生產安全培訓及檢查工作，預防並杜絕發生安全隱患；
加強機、電、儀專業設備檢修管理，提高設備完好率，減少設備故障；做好水、
電、氣等生產原料的協調工作，實現裝置穩定和優化運行。在確保達州生產
裝置穩定運行的前提下，努力優化工藝指標，降低能耗和成本，發揮達州工
廠的整體運營效益。根據廣安項目的建設進度，提前做好人力、市場銷售及
生產原料等方面的生產準備工作，保障該項目於下半年的順利投產。

市場方面：一、鑒於上半年市場狀況，公司將加強於四川達州周邊核心市場
的銷售，通過落實渠道及重點客戶，保障公司自有產品於當地市場的銷售份額；
二、堅持以產品質量為核心，打造尿素第一品牌的策略，增強產品競爭力；三、
基於上半年產品貿易量完成較好的基礎上，繼續拓展產品貿易份額；四、抓
緊落實公司於廣安擬投產項目產品的銷售細節，目前公司已與國際和國內甲
醇採購商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為公司未來新產品的銷售做好市場部署。

管理方面：一、通過完成質量環境管理體系的外審工作，進一步理清公司管
理上存在的不足和問題，並制定相應措施，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二、優化
ERP系統模塊，同時加強對員工操作及使用培訓，加快ERP管理體系的上線運行；
三、針對目前經營形勢，公司管理層向全公司提出「厲行節儉」之倡議，從自身
做起，降低各項開銷，為公司經營提供有力支持。

鑒於本集團於業務回顧期間的業績，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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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廣安一期項目進展順利，將於年內竣工投產

公司於二零一二年開工建設的年產30萬噸合成氨和50萬噸甲醇項目（「廣安一
期項目」），位於中國四川廣安市新橋能源化工園區，屬國務院批准的國家級
經濟技術開發區，享有國家規定的多項政策優惠及資金扶持。項目所需合成
氨及甲醇聯產生產裝置由廣安玖源化工有限公司和廣安路特安天然氣化工有
限公司（Guangan Lotusan Natural Gas Chemical Industry Co.，Ltd）聯合自加拿大引進，
工藝技術先進，設備狀態良好。

目前，該項目設備安裝已基本完成，現場施工已全面進入尾聲階段，按正常
進度，預期該項目將於第三季度完成施工，並於年內第四季度實施試車投產。
為保障該項目順利竣工投產，公司專門組建廣安項目生產準備部，負責該項
目的前期生產準備、組織架構及人員配置和培訓工作。

董事預期，廣安一期項目的順利投產，將為公司未來發展帶來新的可持續增
長動力。

達州二期項目進展

由於廣安項目建設基本如期完成，並將於年內化工投料生產，因此公司亦將
於下半年啟動達州二期項目的建設，預計在二零一四年下半年完成建設進入
試生產。

通過二期項目對達州工廠的擴能和技改，使達州工廠的尿素年產能提高到
800,000噸，同時新增40,000噸三聚氰胺生產能力。三聚氰胺是尿素的下游產品，
生產三聚氰胺產品可進一步延伸產品鏈，提升產品附加值，優化公司產品結
構和贏利能力。

磷礦項目進展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四川承源化工有限公司（「四川承源」）位於四川省綿竹市
清平鄉的磷礦，已於二零一零年順利通過中國國土資源部審批並獲得磷礦採
礦權。為順利開展磷礦項目，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新註冊一家控股公
司四川玖長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將專注於以中低品位磷礦為原料生產工業
級磷酸的技術研究和開發。而磷礦的開採和相關工作將繼續由四川承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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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目前，四川玖長科技有限公司已向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提出專利技術
申請已獲受理並初步審查合格，公司將獲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專利技術，
為公司未來產業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行業回顧及展望

二零一三年一至六月，我國宏觀經濟增幅持續回落放緩，城鎮化建設對於需
求刺激增長尚存滯後性，結構矛盾突出，收入增幅下降，內需增長動力缺乏，
造成國內化肥及石化行業上半年有效需求明顯不足，尤其進入二季度後，產
成品庫存居高，但去庫存壓力持續居高不下，導致產品價格整體呈持續回落
走勢。

在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完善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的政策基調下，
預計化肥及石化行業恢復高速發展尚需時日。下半年國內市場在行業內經過
較長周期去庫存化調整後，大盤有望階段性回升。隨著二零一三年新關稅的
實施和出口窗口期的到來，出口量的增長將對主要出口肥種的國內價格形成
一定支撐，化肥行業的主營收入增速和盈利能力有望回升。隨著檢修、尿素
出口、秋季備肥、冬儲等因素的影響，終端需求預計三季度後期存轉暖預期，
化肥及石化行業內產銷有望好於上半年形勢。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值約人民幣392,587,000元。於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及銀行存款約人民幣417,104,000元、
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1,525,247,000元、存貨約人民幣66,367,000元、持作銷售
之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198,784,000元、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約人民
幣152,553,000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包括短期貸款約人民
幣2,194,330,000元、長期貸款之即期部分約人民幣179,990,000元及應付貿易賬
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約人民幣378,322,000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約人民幣270,000,000元尚未支付資本承
擔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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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417,104,000元
及備用銀行信貸約人民幣112,000,000元。本公司擬透過現有銀行結餘及備用
銀行信貸，為本集團將來業務、資本支出及其他資本需要提供資金。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
比率分別為57%及54%。資本負債比率乃根據負債淨額除以總權益而計算。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收購╱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出售。

分類資料

本集團業務主要在中國進行，並均屬相同行業。因此，並無呈列截至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資料。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詳情

除如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刊發之年度報告所載於中國四川省達州市新建
最終年產量500,000噸氨、800,000噸尿素及40,000噸三聚氰胺的尿素廠房二期項
目，以及將新都工廠搬遷至四川廣安外，董事並無任何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
資產之未來計劃。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894名（二零一二年：842名）僱員，其中
包括6名（二零一二年：6名）管理層僱員、142名（二零一二年：71名）財務及行政
部僱員、698名（二零一二年：725名）生產部僱員、48名（二零一二年：40名）銷售
及市場推廣部僱員及888名（二零一二年：836名）僱員在中國受聘，6名（二零
一二年：6名）僱員在香港受聘。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總賬面淨值約人民幣121,489,000元（二零一二年：
人 民 幣142,799,000元）之 若 干 土 地 使 用 權 及 建 築 物，總 賬 面 淨 值 約 人 民 幣
538,868,000元（二零一二年：人民幣304,115,000元）之廠房及機器，及約人民幣
1,525,247,000元（二零一二年：人民幣1,019,592,000元）之銀行存款已予質押作為
本集團所獲之銀行貸款及應付票據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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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貸款之若干部分以外幣（主要為美元）為單位，故本集團面對外匯風險。
管理層會監察外匯風險，並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主要外匯風險。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並於二零零四月七日
二十八日經股東特別大會作出修訂（「創業板購股權計劃」）。創業板購股權計
劃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終止。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本公司採購
一項新購股權計劃（「現有購股權計劃」）。創業板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及條
件概述於招股章程附錄四「購股權計劃」一節，而計劃之修訂詳情載於二零零
四年七月十二日之本公司通函內。現有購股權計劃之詳情載於二零零八年八
月二十九日之本公司通函內。

本公司根據該計劃授出而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披
露如下：

購股權數目
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持有 期內授出 期內註銷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持有 購股權B 購股權C 購股權D 購股權E 購股權F 購股權H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董事
李洧若 6,500 – – 6,500 – 2,100 – 4,400 – –
袁柏 6,000 22,000 (11,000) 17,000 – 2,000 – 4,000 – 11,000
池川 23,000 42,000 (42,000) 23,000 – – – 2,000 – 21,000
文歐 23,000 38,000 (38,000) 23,000 – – – 4,000 – 19,000
李聖堤 25,000 42,000 (42,000) 25,000 – – – 4,000 – 21,000
胡小平 6,000 4,000 (4,000) 6,000 – – – – 4,000 2,000
胡志和 6,000 4,000 (4,000) 6,000 – – – – 4,000 2,000
錢來忠 6,100 – – 6,100 – 2,100 – – 4,000 –

僱員 154,500 175,000 (159,000) 170,500 32,500 – 23,000 27,500 – 87,500
          

總計 256,100 327,000 (300,000) 283,100 32,500 6,200 23,000 45,900 12,000 163,500
          

* 購股權A：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授出，其行使價為0.124港元，且全部122,000,000份
購股權A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予以註銷。

購股權B：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四月十日期間行使，
行使價為0.150港元。1,500,000份購股權B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予以註銷。

購股權C：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四月十日期間行使，
行使價為0.150港元。

購股權D：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九日期間行使，
行使價為0.116港元。2,000,000份購股權D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予以註銷。

購股權E：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期間
行使，行使價為0.230港元。11,000,000份購股權E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予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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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股 權F：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授 出，可 於 授 出 日 期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一 月
二十二日期間行使，行使價為0.220港元。

購股權G：163,500,000份購股權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授出，其行使價為0.136港元，
且全部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予以註銷。

購股權H：163,500,000份購股權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
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期間行使，行使價為0.119港元。

權益披露

(a) 董事於本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
證中，擁有須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包括根據該項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條文而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
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於該條所須予備存之登記冊；
或 (c)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現載列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

個人股份
之好倉

（實益擁有人）

個人購股權
之好倉

（實益擁有人）

股份及
相關股份之
好倉總計

於已發行股本
之權益

李洧若 2,924,440,000 6,500,000 2,930,940,000 40.73%
袁柏 366,464,000 17,000,000 383,464,000 5.33%
池川 62,640,000 23,000,000 85,640,000 1.19%
文歐 31,320,000 23,000,000 54,320,000 0.75%
李聖堤 – 25,000,000 25,000,000 0.35%
胡小平 – – 6,000,000 0.08%
胡志和 – – 6,000,000 0.08%
錢來忠 – – 6,100,00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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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股份權益

董事名稱 公司名稱
無投票權

遞延股份數目 身份 權益性質
持股概約

權益

李洧若 玖源發展有限公司
 （「玖源香港」）
 （附註）

2,10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70%

袁柏 玖源香港 42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4%

池川 玖源香港 12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4%

文歐 玖源香港 6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

附註：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iii)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股份淡倉

董事名稱 公司名稱
無投票權

遞延股份數目 身份 權益性質

有關類別
持股概約

權益

李洧若 玖源香港 2,10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70%

袁柏 玖源香港 42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4%

池川 玖源香港 12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4%

文歐 玖源香港 6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

(b) 主要股東在本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以下人士
（並非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
部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
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以及直接
或間接被視為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
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權益

國際金融公司* 實益擁有人 799,884,165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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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持有本公司權益之人士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或行政總
裁所知，概無人士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該條所
述登記冊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任何權益或淡倉，以及直接或間接
被視為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
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
及行政總裁除外）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國際金融公司亦持有350,115,385股認股權證股份，自二零
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起計五年期間內，每股認股權證股份有認購權可以0.156港元之
價格認購一股本公司股份。

董事於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
概無擁有任何與本公司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訂立標
準守則，其條款不低於交易規定標準。本公司亦已就全體董事作出特別諮詢，
除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授出之購股權及該等購股權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
二十五日予以註銷以外，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董事並無遵守交易規定標準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設立，並按照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之規定以書面形式訂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是審核及監察本公
司及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並向董事提供意見及建議。審
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小平先生、胡志和先生及錢
來忠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跟本集團管理層審核本公司及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常規，
並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之事項，包括已審閱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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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董事會常規及程序依據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守
則建立。本公司已採取適當行動遵守守則，且本集團已遵守守則內呈列之守
則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
之上市股份。

承董事會命
李洧若
主席

中國，成都，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局包括五位執行董事，為李洧若先生、袁柏先生、
池川女士、文歐女士及李聖堤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小平先生、胡
志和先生及錢來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