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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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明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ECEP COSTIN NEW MATERIALS GROUP LIMITED
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28）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本集團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業績

摘要

 2013年  �0��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重列）

營業額 612.2  ���.�  -�.0
毛利 201.5  ���.�  �.�
經營溢利 162.3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97.6  ��.�  �0.�
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12.57分  人民幣��.��分  �0.�     

‧ 營業額下降�.0%至人民幣���,�00,000元

‧ 毛利上升�.�%至人民幣�0�,�00,000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上升�0.�%至人民幣��,�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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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之同期比較數字。綜合業績已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及審核委
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營業額 � 612,209  ���,���
已售貨品成本  (410,734 ) (���,��� )    

毛利  201,475  ���,���

其他收入  7,925  �,0��
分銷開支  (7,319 ) (��,��0 )
行政開支  (39,827 ) (��,��� )    

經營溢利  162,254  ���,���
財務費用  � (24,502 ) (��,��� )    

除稅前溢利  137,752  ���,���
所得稅開支 � (40,180 ) (��,0��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 97,572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將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金額  2,174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99,746  ��,���    

每股盈利 �
 基本  人民幣12.57分  人民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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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3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0 375,040  ��0,��0
在建工程 �0 43,343  ��,���
投資物業  13,750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  33,785  ��,���    

  465,918  ��0,�00    

流動資產
存貨  177,418  ���,���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 400,615  ���,���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137  �0,���
已抵押銀行存款  7,570  ��,0��
三個月以後到期未質押銀行存款  14,412  ��,���
銀行及現金結餘  1,237,327  ���,���    

  1,844,479  �,���,0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 191,999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3,590  ��,�0�
銀行貸款  347,775  �0�,000
可換股債券 �� 215,246  ���,0��
財務租賃應付款  179  ���
即期稅項負債  25,685  ��,���    

  834,474  ���,���    

流動資產淨值  1,010,005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75,923  �,���,���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49,244  ��,�0�
財務租賃應付款  94  ���
遞延稅項負債  53,733  ��,���    

  203,071  �0�,���    

資產淨值  1,272,852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 68,475  ��,���
儲備  1,204,377  �,���,0��    

總權益  1,272,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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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簡明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
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
製。

此等簡明財務報表應與�0��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此等簡明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採用者貫徹一致。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內，本集團已採納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所有與其經營業務有關，並於�0��年�
月�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
則」）及詮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會令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
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及本期間與過往年度呈報之金額出現重大變動，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a)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列」的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的修訂就全面收益表及收益表引入新
的術語。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全面收益表被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
表，而收益表則被更名為損益表。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保留可於單一報表或兩
張分開但連續的報表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選擇權。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要求在其他全面收益部份作出額外披露，以令其他全面收
益項目被分為兩類：(i)隨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及(ii)當若干特定條件達成
時，隨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
配。

有關修訂已被追溯應用，因此已對其他全面收益的項目呈列作出修改以反映此變更。
除上述呈列方式之變更外，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對損益、其他全面收益及
全面收益總額並無構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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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續）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公平值計量」乃就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規定或允許的一切公
平值計量確立單一指引，明確將公平值定義為平倉價，即定義為於計量日期在市場條
件下的市場參與者按正常秩序出售資產或轉移負債時的價格，亦改進公平值計量的披
露。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只影響綜合財務報表中公平值計量的披露。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號已按未來適用基準應用。

本集團並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惟現階段未能評定該等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
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重列過往期間估計

於�00�年�0月��日，福建鑫華股份有限公司（「鑫華公司」）獲授高新技術企業的資格並獲授
所得稅稅務寬減，可於�00�年�月�日起至�0��年��月��日止為期三年享有優惠稅率��%。
於本公司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日期，鑫華公司的高新技術企業資
格在申請重續當中，而董事當時認為將可成功重續，故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的中
期業績公告中，鑫華公司繼續採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企業
所得稅」）率。然而，重續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未於�0��年底前獲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因
此，鑫華公司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自�0��年�月�日起由��%變為��%。為反映中國企業
所得稅稅率的有關變動，本集團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開支及本集團於�0��
年�月�0日的所得稅負債經已重列，並增加約人民幣��,���,000元。

根據中國稅法，中國附屬公司向於海外註冊成立的母公司派發的股息，均須按�%至�0%的
稅率繳付預扣稅。因此，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已就該預扣稅作出撥備。遞延稅項負債指本
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可分派保留溢利涉及的臨時差額總額。由於重列鑫華公司截至�0��年�
月�0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開支將會降低鑫華公司可分派的保留溢利，故本集團截至�0��年�
月�0日止六個月的遞延稅項支出及本集團於�0��年�月�0日的遞延稅項負債經已重列，並減
少約人民幣���,000元。

本集團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的財務業績已就鑫華公司採納��%的中國企業所得稅
率，故毋須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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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a) 報告分部溢利╱（虧損）及分部資產的資料：

     耐高溫
 非織造材料  再生化纖  過濾材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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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500,303  83,098  26,842  1,966  612,209
 分部間收入 –  8,193  –  791  8,984
 分部溢利╱（虧損） 185,616  17,723  (2,291 ) 427  201,475
         

於2013年6月30日：
 分部資產 154,545  77,391  191,986  3,836  427,758
         

     耐高溫
 非織造材料  再生化纖  過濾材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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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  ��0,���  �,���  �,���  ���,���
 分部間收入 ��  �,���  –  –  �,��0
 分部溢利╱（虧損） ��0,���  ��,0��  (�,��� ) ��  ���,���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2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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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b) 分部溢利或虧損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總額 201,475  ���,���
未分配款項：
 其他收入 7,925  �,0��
 分銷開支 (7,319 ) (��,��0 )
 行政開支 (39,827 ) (��,��� )
 財務費用 (24,502 ) (��,��� )    

除稅前綜合溢利 137,752  ���,���    

5. 財務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財務租賃費用 10  ��
銀行貸款利息開支 12,152  ��,��0
可換股債券利息開支－於五年內全面應付 12,340  ��,0��    

 24,502  ��,���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35,722  ��,���
遞延稅項 4,458  �,���    

 40,180  ��,0��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00�年�月��日通過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引入多
項變動，當中包括統一國內及外資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為��%。新稅法由�00�年�月�日起生
效。

於�00�年�0月��日，鑫華公司獲授高新技術企業的資格並獲授所得稅稅務寬減，可於�00�
年�月�日起至�0��年��月��日止三個年度內享有優惠稅率��%。自�0��年�月�日起，鑫華
公司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由��%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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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續）

於�0��年�月��日，鑫華公司獲確認為資源綜合利用企業，並享有豁免繳付再生化纖營業額
�0%的所得稅稅務寬減。

由於本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截至�0��年及�0��年�月�0日止期間內並無應課稅
溢利，因此毋需就該等附屬公司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7. 期內溢利

本集團於期內的溢利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  (�� )
政府補助 (1,040 ) (� )
利息收入 (4,038 ) (�,��� )
租金收入 (1,483 ) (�,��� )
已售存貨成本 410,73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2,869  ��,���
投資物業折舊 518  ���
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2,122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  ��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付款 165  �0�

 2,299  �,��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257 ) ���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費用 2,930  �,�0�
研發開支 5,485  �,���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22,652  �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01  ���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付款 1,193  �,���

 24,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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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建議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分（�.�港仙）
 （�0��年：人民幣�.�分（�.�港仙）） 21,615  ��,���
已批准及已付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分（�.�港仙）
 （�0��年：人民幣�.�分（�.�港仙）） 40,820  ��,00�    

 62,435  ��,���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97,572  ��,���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776,422,000  ���,���,000    

於截至�0��年及�0��年�月�0日止期間，有關可換股債券的潛在普通股具有反攤薄影響。

由於截至�0��年及�0��年�月�0日止期間本公司並無任何有關購股權的攤薄潛在普通股，故
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在建工程

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在建工程產生的成本分
別約為人民幣�,���,000元及人民幣�,���,000元（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分別約為人
民幣��,���,000元及人民幣��,���,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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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2013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383,031  ���,���
應收票據 17,584  ��,���    

 400,615  ���,���    

本集團一般授予客戶的信貸期由�0日至��0日不等（於�0��年��月��日：�0日至�0日）。就
新客戶而言，通常須預先付款。本集團務求對其尚未收回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董事
定期覆核逾期的餘額。

根據確認貨品出售日期，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3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0日 190,270  ���,���
��至�0日 118,100  ���,���
��至�0日 66,067  ��,�0�
��至��0日 7,836  ���
���至��0日 730  –
超過��0日 28  ��    

 383,031  ���,���    

12.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2013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188,232  ���,���
應付票據 3,767  �,���    

 191,999  ���,���    

本集團通常自其供應商獲得介乎�0日至�0日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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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續）

根據收貨日期，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3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0日 94,230  ��,���
��至�0日 77,004  ��,���
��至�0日 15,553  ��,��0
��至��0日 317  ���
���至��0日 80  ��
超過��0日 1,048  �0�    

 188,232  ���,���    

13. 可換股債券

於�0��年�月��日，本公司向CITIC Capital China Access Fund Limited發行�0��年到期�
厘可換股債券（「該債券」），本金額合共�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000元
（���,���,000港元）。

由發行該債券日期起三個月屆滿後直至發行該債券日期之第二週年（「到期日」）（不包括該
日）前第五個營業日為止，可在營業日任何時間按初步轉換價�.��港元（「轉換價」）將該債券
（以��,000,000美元倍數）轉換為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股份」），須予以
調整。

該債券概無提早贖回。尚未償還該債券須於到期日按該債券之尚未償還本金額之���.��%
贖回。

根據初步轉換價，因悉數轉換該債券而將予發行的股份將為��,��0,���股股份（「轉換股
份」），相當於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以及相當於經發行轉換股份擴大之已發行
股本�.��%。

本公司於�0��年�月��日根據債券條款及條件，以��,���,000美元的贖回款項贖回本金額為
�0,000,000美元的債券，連同其於到期日的應計及未付利息。於贖回後，債券經已註銷，且
本公司並無任何尚未償還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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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換股債券（續）

發行該債券已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已分為負債及權益部份。負債部份之變動載列如下：

 人民幣千元

於�0��年�月�日的負債部份（經審核） ���,00�
利息費用 ��,�00
已付利息 (�,��� )
匯兌差額 (��� ) 

於�0��年��月��日（經審核）及�0��年�月�日的負債部份 ���,0��
利息費用 ��,��0
已付利息 (�,��� )
匯兌差額 (�,��� ) 

於�0��年�月�0日的負債部份（未經審核） ���,��� 

14. 股本

 股份數目  款額  所呈示款項
   港元  人民幣

法定：
每股面值0.�港元的普通股
於�0��年�月�日（經審核）、
 �0��年��月��日（經審核）、
 �0��年�月�日及�0��年�月�0日
 （未經審核）  �,000,000,000  �00,000,000  ���,000,000     

已發行及全面繳足：
每股面值0.�港元的普通股
於�0��年�月�日（經審核）、
 �0��年��月��日（經審核）、
 �0��年�月�日及
 �0��年�月�0日（未經審核） ���,���,000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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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連人士交易

(a) 除簡明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的關連人士交易外，本集團於期內與其關連人士有下
列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關連公司出售貨品 544  –
向一間關連公司購買原材料 21,855  –
向一間關連公司收取的租金收入 1,013  �,0��
關連公司收取的租金開支 1,120  �,��0    

(b) 除簡明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的關連人士結餘外，本集團於期內與其關連人士有下
列結餘：

 2013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關連公司貿易賬款 695  –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貿易賬款 3,359  �,0��     
 

(c)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花紅及津貼
 －董事 2,122  �,���
 －主要管理層 778  �0�    

小計 2,900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董事 12  ��
 －主要管理層 6  �    

小計 18  ��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付款
 －董事 165  �0�
 －主要管理層 856  �,���    

小計 1,021  �,���    

合計 3,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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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0��年�月�0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0��年��月��日：無）。

17. 資本承擔

 2013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興建樓宇 2,625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38  �,���    

 4,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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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於�0��年�月��日，董事議決向於�0��年�月��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股東」）名冊的
本公司股東支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仙。中期股息將於�0��年�月�0日星期一或前
後支付予股東。

本公司將於�0��年�月��日星期三至�0��年�月��日星期一（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內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獲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0��年�月��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
��樓����-����號舖。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0��年上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的大環境下增速有所
放緩，包括工業、製造業、零售及服務業等眾多行業的需求增長均有所下降。消費升級
及經濟轉型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詞。另一方面，過去幾十年的工業化進程也對環境
造成了巨大壓力，甚至成為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掣肘。目前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環
境保護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於過去一年，相關政策的密集出台更是說明了中國政府
對於環境治理的決心。環保行業已成為中共十八大建設「生態文明、美麗中國」不可分割
的一部份。除了監管法規的制定和落實之外，國務院在�0��年�月��日召開的常務會議中
更部署了「大氣污染防治十條措施」，明確了從激勵和約束兩方面加強全國大氣污染防治
的工作。本集團耐高溫過濾材料的銷售持續增加，上半年耐高溫過濾材料銷售額已高於
�0��年全年的一半。本集團的非織造材料與再生化纖應用廣泛，具有扎實的客戶基礎，
因此有效地防範了單一行業波動對於業績的影響。

立體工程結構性非織造材料

截至�0��年�月�0日，本集團的立體工程結構性非織造材料的年產能約為�0�,000,000碼
的��條縫編非織造材料生產線及年產能約為��,000,000碼的�條針剌非織造材料生產線，
合共年產能約��0,000,000碼。由於包括建築建材等部分行業受到經濟放緩影響，本集
團截至�0��年�月�0日止的六個月銷售了約��,�00,000碼非織造材料，較去年同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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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銷售金額也相應比�0��年同期下降�.�%。非織造材料平均售價受到原材料價
格下降影響而較�0��年同期下降約�.�%。但由於集團積極拓展銷路，調整產品組合結
構，毛利率較高的產品銷售量有所上漲，非織造材料毛利率較去年同期提高��0個基點至
��.�%。

再生化纖

截至�0��年�月�0日，本集團擁有�條再生化纖生產線，其年產能約為��,000噸，年可處
理PET廢瓶片約��,000噸。於�0��年上半年，再生化纖市場需求整體放緩，市場競爭較為
激烈，加上作為主要原材料的PET廢瓶片價格較�0��年同期上漲約�.�%，因此本集團再
生化纖產品的銷量、售價和毛利水平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本集團再生化纖的銷售量
於�0��年上半年減少至約�,�00噸，較去年同期減少約��.�%，而銷售金額則較去年同期
減少約��.�%。於�0��年上半年，再生化纖價格比去年同期下降約�.�%，而毛利率則同
比下降�0個基點至��.�%。本集團將繼續研發投入，並通過優化產品組合，在維持產品售
價以及毛利水平的同時，提升產品的性能促進銷售。

耐高溫過濾材料

耐高溫過濾材料方面，集團目前共有�條生產線，年產能約為�,�00萬平方米。經過過
去一年在市場方面的積極拓展，本集團耐高溫過濾材料銷量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至約
���,000平方米，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000元。同時包括耐高溫過濾材料在內的產品
售價由於市場認可度的增加以及銷路的打開，同比大幅增長約��.�%。儘管耐高溫過濾材
料業務尚未能為集團的利潤帶來貢獻，但銷售網點的鋪開將有利於產品銷路的進一步打
開，為以後市場的開發打好基礎。相信在新的一年，隨著中國政府加強污染性行業煙塵
排放標準，袋式除塵過濾材料行業增長將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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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營銷策略，整合銷售地區佈局

�0��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加強六大事業部的建設，希望透過事業部提升對各個行業的
專業化水準，讓公司產品及服務滿足市場以及客戶的需求，增加產品銷售。

此外，為了能夠更貼近客戶，並進一步提高市場佔有率，集團優化大中華區域的銷售佈
局，在全國多個地點設立了分公司或辦事處。在新興材料銷售方面，本集團加大了銷售
力度，有效利用原有以及新設立的辦事處和銷售機構加強市場開發以及拓展，並取得一
定的成效。同時，本集團與中國節能環保集團（「中國節能」）的協同效應開始初步體現，
本集團於�0��年�月�日與中國節能簽訂為期三年的框架銷售協議，約定�0��、�0��及
�0��年產品供銷金額上限分別為不超過人民幣�.�億元、�.�億元及�.�億元。

進一步加強股東基礎

中國節能的子公司重慶中節能實業有限責任公司已於�0��年�月份通過香港榮安投資有限
公司（「香港榮安」）提出強制性無條件全面收購建議以收購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該全面
收購建議已於�0��年�月份完成，將有助加強本公司的股東基礎。

產品研發

在研發方面，本集團持續提升技術水準和科研實力，堅持改良和優化非織造材料的功能
和技術，通過加強循環再造及減少污染物排放以降低生產成本，是本集團實現持續發展
的關鍵因素。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對產品研發，特別是包括耐高溫過濾材料等新材
料產品的研發。同時，本集團將會通過加強與客戶的交流，根據市場以及客戶的需要進
行新產品的研發，及時調整整體產品組合的結構，提升整體的盈利能力。本集團相信，
通過加大研發投入，主動進行產品升級將會有助於打造本集團長遠的競爭力。

本集團為福建省省級技術中心及唯一一間通過SCS Recycled環保認證的國內非織造材料
企業。截至�0��年�月�0日止，本集團已擁有專利��項，正在申請註冊專利共��項。

本集團在�0��年上半年持續研發方面的投入，除了包括耐高溫過濾材料在內的新材料產
品的研發之外，本集團更以市場為導向原則，提高對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產品的市場
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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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減少約�.0%至約人民幣���,�00,000元，而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則增加約�0.�%至約人民幣��,�00,000元。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約�.0%或約人民幣��,�00,000元。

本集團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非織造材料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較
去年同期減少約�.�%或約人民幣��,�00,000元。再生化纖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000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或約人民幣��,�00,000元。於期內，耐高溫過濾材料的營業
額約為人民幣��,�00,000元（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0,000元）。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出口到香港及海外市場的銷售佔本集團營業額
約��.�%（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而於中國（香港除外）的銷售額則佔約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銷售約��,�00,000碼非織造材料，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而再生化纖的銷售量減少至約�,�00噸，較去年同期減少約��.�%。再生化纖銷量
減少乃由於經濟低迷導致再生化纖需求的暫時減少所致。於期內，本集團售出耐高溫過
濾材料約���,000平方米（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000平方米）。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毛利約為人民幣�0�,�00,000元，較�0��年同期增加
約�.�%或約人民幣�,�00,000元。毛利增加主要由於非織造材料分部毛利率增加所致。截
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非織造材料分部的毛利約佔毛利總額約��.�%（截至�0��年�
月�0日止六個月：�0.�%）。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再生化纖分部的毛利約佔毛利
總額約�.�%（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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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整體毛利率約為��.�%，較去年同期增加�.0個百分點。非織造材料分部的毛利
率由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內的約��.�%增加至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的約
��.�%。就再生化纖分部而言，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毛利率為約��.�%，較去年
同期減少約0.�個百分點。於期內，耐高溫過濾材料產生分部虧損約人民幣�,�00,000元，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000元）。非織造材料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毛
利率較高的產品銷量增加所致；再生化纖毛利率減少主要由於在截至�0��年�月�0日止六
個月期間，售價下降所致。

分銷開支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分銷開支較�0��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00,000元。截至
�0��年�月�0日止六個月，分銷開支約佔本集團營業額的�.�%（截至�0��年�月�0日止六
個月：�.�%）。分銷開支減少的主要原因為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貨物及原材料的
物流及運輸開支有所減少。

行政開支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較�0��年同期輕微減少約人民幣�,�00,000元。截
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佔本集團營業額約�.�%（截至�0��年�月�0日止六
個月：�.�%），與去年上半年大致相約。

財務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財務費用較�0��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00,000元。本集團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費用佔營業額的百分比輕微上升至約�.0%（截至�0��
年�月�0日止六個月：�.�%）。

所得稅開支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實際所得稅率約為��.�%，而�0��年同期則約為
��.�%（重列）。實際所得稅率與去年上半年大致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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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純利率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0,000元，相比
�0��年上半年增加約�0.�%或約人民幣�,�00,000元。本集團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的純利率約為��.�%，相比去年同期增加�.�個百分點。純利率增加主要由於毛利增加及
分銷開支及行政開支減少所致。

每股盈利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分，相比�0��年
同期增加約�0.�%。此乃由於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所致。

於截至�0��年及�0��年�月�0日止期間，有關可換股債券的潛在普通股具有反攤薄影響。

由於截至�0��年及�0��年�月�0日止期間本公司並無任何有關購股權的攤薄潛在普通股，
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公司股份於�0�0年�月��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而全球發售所
得款項淨額約為���,�00,000港元（扣除相關包銷費及其他開支後）。該等所得款項應用於
本公司日期為�0�0年�月�日的招股章程所載的建議用途。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將所
得款項淨額中約���,�00,000港元用於成立過濾材料生產設施及約��,�00,000港元用於擴大
其現有技術中心以及設立新材料的研究中心。此外，約�0,0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一般營
運資金。本集團已將餘下未動用的所得款項存放於香港及中國的持牌銀行。

於�0��年�月，本公司向CITIC Capital China Access Fund Limited發行本金總額�0,000,000
美元的可換股債券，此可換股債券已於�0��年�月到期時由本公司贖回。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現金流量及於香港及中國主要往來銀行所提供的信貸為業務提供營運
資金。本集團於�0��年�月�0日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00,000元（�0��年��
月��日：人民幣���,�00,000元）、三個月以後到期未質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00,000元
（�0��年��月��日：人民幣��,�00,000元），以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00,000元
（�0��年��月��日：人民幣��,�00,000元）。本集團銀行及現金結餘大多以港元及人民幣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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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進行業務交易，管理層認為本集團營運層面之匯率風險
並不重大。故此，本集團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並無利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
途。言雖如此，管理層將繼續監控匯兌風險，並於情況有需要時採取審慎措施，例如對
沖。

於�0��年�月�0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000,000元（�0��年��月��日：人民
幣���,�00,000元），其中�0.0%（�0��年��月��日：��.�%）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的銀
行貸款乃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結算，其中約��.�%（�0��年��月��日：��.�%）的銀行貸
款按固定借貸利率計算利息。本集團於�0��年�月�0日的資產負債比率（以銀行貸款加上
可換股債券對資產總額之比率計算）約為�0.�%（�0��年��月��日：��.�%）。於�0��年�月
�0日的流動資產淨值及資產淨值分別約為人民幣�,0�0,000,000元（�0��年��月��日：人
民幣���,�00,000元）及約人民幣�,���,�00,000元（�0��年��月��日：人民幣�,���,�00,000
元）。

於�0��年�月�0日，本集團賬面值分別約為人民幣��,000,000元（�0��年��月��日：人民
幣��,�00,000元）、人民幣��,�00,000元（�0��年��月��日：人民幣�0,�00,000元）及人民幣
��,�00,000元（�0��年��月��日：人民幣��,�00,000元）的若干租賃土地、樓宇以及投資物
業已予抵押，以取得本集團獲授之一般銀行融資。

於�0��年�月�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0��年��月��日：無）。

重大投資及收購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在建工程產生的成本分
別約人民幣�,�00,000元及人民幣�,�00,000元（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分別約人民
幣��,�00,000元及人民幣��,�00,000元）。

前景展望

繼�0��年�月��日發佈新修訂的《環境空氣品質標準》增設了顆粒物（PM�.�）濃度限值和
臭氧�小時平均濃度限值之後，在�0��年�月中旬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部署了大氣污染
防治十條措施，其中特別強調了重點行業大氣污染物減排及重點區域聯防聯控機制加強
PM�.�治理，並指出「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務，確保防治工作早見成效」。各地方政府此後
也相繼出題了相關的政策和條例，加強環境污染，特別是大氣污染的治理工作。於�0��
年�月��日國務院對外發佈《關於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的意見》中更首次明確節能環保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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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為「支柱產業」，並且到�0��年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達到人民幣�.�萬億元。這些利好政
策的出臺，一方面進一步確認了本集團在戰略以及產品策略選擇方面與國家政策以及經
濟發展大趨勢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樹立了加快拓展節能環保產品市場拓展的信心。通
過準確的定位以及快速地進入市場，再加上中國節能的有力支持和銷售平台，本集團相
信新材料業務將會成為新的增長驅動力。

下半年，針對現有市場環境，公司對過濾材料市場銷售策略進行調整，縮減銷售成本，
重新整合�大區域市場，優化團隊，合理配置，重點全新突破華東、華北、華南、西北、
東北幾大核心區域，分行業與國內各大設計院、除塵設備商、各大電力、水泥、鋼鐵、
化工、垃圾焚燒等終端客戶合作。另外，建立工程服務體系，與終端使用者建立工程維
護戰略合作關係，實現增值服務，實現內銷增量。並以經紀人方式，按照行業、區域布
點，多方面進入。另一方面將通過加強內部員工管理培訓，不斷提高員工專業技能與銷
售水準。

僱傭、培訓及發展

於�0��年�月�0日，本集團共聘有���名僱員（�0��年��月��日：���名僱員）。本集團向
來與屬下僱員一直保持融洽工作關係，並致力為員工提供卓越培訓及發展機會。本集團
薪酬福利制度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並定期加以檢討，亦會根據個別僱員之表現、評估
及行業慣例向僱員發放花紅及購股權。本公司於�0�0年�月��日採用購股權計劃（「購股權
計劃」）。本公司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於�0��年�月�0日，本公司有��,�00,000份購股權仍未行使，及��0,000份購股權已於報告
期內失效。隨後，由於香港榮安向本公司提出全面收購已發行股本之建議，本公司全部
��,�00,000份購股權已於�0��年�月��日失效。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任何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
之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項下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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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身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方面之行為守則。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確
認，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整段期間內，全體董事均已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而審核
委員會認為該中期業績遵守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已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costingroup.com）內
刊發。本公司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包含上市規則規定之全部資料），
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將於上述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粘為江

香港，�0��年�月��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于和平先生、粘為江先生、粘偉誠先生及薛茫茫
先生；六名非執行董事王揚祖先生、曲平紀先生、趙向東先生、潘頲璇先生、馬雲女士
及陳波先生；以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民儒先生、馮學本先生、黃兆康先生、熊鷹女
士及吳曉青女士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