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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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XLX FERTILISER LTD.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
（在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866）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5,081,748 3,968,946
銷售成本  (4,182,984) (3,221,247)
   

毛利  898,764 747,699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56,272 26,30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97,946) (82,242)
一般及行政開支  (242,789) (275,984)
其他開支  (10,976) (9,079)
財務成本 5 (218,020) (95,073)
   

除稅前溢利 6 285,305 311,623
所得稅開支 7 (48,579) (52,230)
   

年內溢利  236,726 259,393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於往後期間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2,525) 3,622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2,525) 3,622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234,201 263,015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240,796 264,052
非控股權益  (4,070) (4,659)
   

  236,726 259,393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238,271 267,674
非控股權益  (4,070) (4,659)
   

  234,201 263,015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9 20.48 22.45
   

本年度擬派股息之詳情於附註8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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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6,907,271 4,735,403 3,019,02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95,385 171,446 175,290
商譽  6,950 6,950 6,950
煤礦開採權  39,594 41,232 41,955
可供出售投資  13,298 7,500 7,50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的預付款項  278,022 687,469 721,626
遞延稅項資產  11,050 8,663 4,706
    

非流動資產總額  7,451,570 5,658,663 3,977,052
    

流動資產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1,907 1,760
可供出售投資  – 8,323 4,701
存貨  340,638 261,377 432,366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36,360 13,469 17,260
預付款項  266,240 186,930 140,630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48,304 198,995 49,080
可收回所得稅  20,255 26,446 3,858
已抵押定期存款  491,713 148,961 12,9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33,389 797,813 477,610
    

流動資產總額  2,136,899 1,644,221 1,140,165
    

總資產  9,588,469 7,302,884 5,117,217
    

流動負債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704 – 135
貿易應付款項 12 95,574 88,171 110,773
應付票據 13 906,765 260,143 25,80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344,779 829,368 422,437
應付所得稅  4 4 4
遞延補貼  4,985 4,892 3,596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429,410 134,983 172,000
應付短期融資債券  – 300,000 300,000
    

流動負債總額  2,783,221 1,617,561 1,034,745
    

淨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  (646,322) 26,660 105,4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805,248 5,685,323 4,08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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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3,595,109 2,837,832 1,679,485
遞延補貼  37,420 33,026 23,474
遞延稅項負債  48,902 50,216 51,081
其他應付款項  361 398 –
應付長期融資債券  450,000 250,000 –
    

非流動負債總額  4,131,792 3,171,472 1,754,040
    

總負債  6,915,013 4,789,033 2,788,785
    

淨資產  2,673,456 2,513,851 2,328,432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881,124 881,124 881,124
可換股債券  322,436 322,436 322,436
重估儲備  1,097 3,622 –
法定儲備金  229,180 199,295 167,873
保留溢利  1,181,118 1,044,803 886,769
建議末期股息  60,000 60,000 63,000
    

  2,674,955 2,511,280 2,321,202

非控股權益  (1,499) 2,571 7,230
    

總權益  2,673,456 2,513,851 2,328,432
    

總權益及負債  9,588,469 7,302,884 5,1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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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是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根據新加坡公司法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雙重第一上市。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的股份自新交所主板正式名單除牌。本
公司股份自此僅於聯交所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80 Robinson Road, #02-00, Singapore, 
068898。本集團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河南省新鄉經濟開發區（小冀鎮）。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生產及銷售尿素、複合肥、甲
醇、液氨及氨溶液。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綜合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646,000,000元。經考慮可得
未動用銀行信貸，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於負債到期時將有充足營運資金撥資其營運及於負
債到期時的財務責任，故此，適合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

倘本集團未能以持續經營基準繼續運作，應作出調整重列資產價值至其可收回金額、就可能出
現之任何其他負債作出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可能作
出任何該等調整的影響並未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其包括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
釋）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而成。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所有期間及該等期間內，本集團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其綜合財務報表。此等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乃本集團首
個年度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因此，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
報表，連同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比較期間數據已於各年度按照適
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

本集團適用的過渡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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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下列對賬顯示於所述日期及年度，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重列股本時
所呈報的計量及確認差額。

   可供出售

   投資重估   建議末期

 已發行股本 可換股債券 儲備 法定儲備金 保留溢利 股息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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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
 準則的總權益 836,671 322,436 1,097 229,180 1,225,571 60,000 ( 1,499) 2,673,456
股份發行開支（附註） 44,453 – – – ( 44,453) – – –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的總權益 881,124 322,436 1,097 229,180 1,181,118 60,000 ( 1,499) 2,673,456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
 準則的總權益 836,671 322,436 3,622 199,295 1,089,256 60,000 2,571 2,513,851
股份發行開支（附註） 44,453 – – – ( 44,453) – – –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的總權益 881,124 322,436 3,622 199,295 1,044,803 60,000 2,571 2,513,85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
 準則的總權益 836,671 322,436 – 167,873 931,222 63,000 7,230 2,328,432
股份發行開支（附註） 44,453 – – – ( 44,453) – – –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的總權益 881,124 322,436 – 167,873 886,769 63,000 7,230 2,328,432
        

附註： 差異乃由於根據新加坡建議會計慣例 (Recommended Accounting Practice)從權益賬中扣
除有關新股及現有股份上市的股份發行開支，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則規定股份發行開支
分配至新股及現有股份並分別從權益賬及損益中扣除所致。

由於差異自二零零九年股份上市起結轉，故其後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之間並無差異。

過渡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表現及現金流量概
無任何影響，故並無呈列其他對賬。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方法編製而成，惟以公平值計量的可供出售投資除外。此等財務報
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除另有指明外，表內所有價值乃湊整至最接近的千位（「人民幣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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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其產品劃分為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經營分部：

– 生產及銷售尿素

– 生產及銷售複合肥

– 生產及銷售甲醇

– 生產及銷售其他產品，如未提煉的甲醇、液氨及氨溶液

按主要業務對業績的貢獻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尿素 複合肥 甲醇 其他 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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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銷售給外部客戶 3,005,077 1,245,740 672,404 158,527 – 5,081,748 
分部間銷售 118,441 27,376 1,579 178,389 (325,785) – 
      

總收入 3,123,518 1,273,116 673,983 336,916 (325,785) 5,081,748
      

分部溢利 497,417 195,157 168,067 38,123 – 898,764
利息收入      14,657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41,615
未分配開支      (451,711)
財務成本      (218,020)
      

除稅前溢利      285,305
所得稅開支      (48,579)
      

年內溢利      236,726
      

其他分部資料：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項目的虧損      3,311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324,36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4,434
 煤礦開採權攤銷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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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尿素 複合肥 甲醇 其他 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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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銷售給外部客戶 2,257,520 1,095,927 601,492 14,007 – 3,968,946
分部間銷售 81,357 – 2,228 172,376 (255,961) –
      

總收入 2,338,877 1,095,927 603,720 186,383 (255,961) 3,968,946
      

分部溢利 498,427 119,220 127,526 2,526 – 747,699
利息收入      3,847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22,455
未分配開支      (367,305)
財務成本      (95,073)
      

除稅前溢利      311,623
所得稅開支      (52,230)
      

年內溢利      259,393
      

其他分部資料：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項目的虧損      5,191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183,45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3,844
 煤礦開採權攤銷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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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為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出售貨品並扣除相關稅項、退貨及折扣後的淨發票價值。本集團
的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銷售貨品 5,081,748 3,968,946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4,657 3,847
銷售副產品的純利 25,770 10,747
遞延補貼攤銷 3,673 1,121
補助收入 5,055 3,184
補償收入 6,801 –
已變現匯兌收益 – 6,865
其他 316 538
   

 56,272 26,302
   

5. 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銀行透支、其他貸款
 及融資債券的利息 242,520 164,550
政府貸款的利息 210 243
   

 242,730 164,793

減：利息資本化 (24,710) (69,720)
   

 218,020 9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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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存貨成本 4,182,984 3,221,247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324,363 183,45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4,434 3,844
煤礦開採權攤銷 1,638 1,603
經營租約項下的最低租金付款：
 土地 1,422 1,319
 樓宇 2,239 1,066
   

 3,661 2,385
   

核數師酬金 1,466 1,322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及花紅 306,837 203,336
  定期供款計劃的已供款部分 16,111 5,667
  福利開支 17,486 25,044
   

 340,434 234,047
   

未變現匯兌虧損，淨額 5,825 14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3,311 5,191
   

7. 所得稅

本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於本年度須按17%（二零一三年：17%）的所得稅稅率繳納稅項。

於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所在的國家現行的稅率計算。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於中國內地須按所得稅稅率25%（二零一三年：25%）繳納稅項。去年，其中
一家於中國內地的附屬公司獲發高新技術企業證書，以肯定其科技創新及使用先進的技術設
備。該獎項使該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享有較低所得稅稅率（即15%）的稅
務優惠。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所得稅開支之主要部分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中國 
 年度稅項 53,665 56,272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385) 780
遞延稅項 (3,701) (4,822)
   

本年度稅項開支總額 48,579 5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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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6.00分
 （二零一三年：人民幣6.00分） 60,000 60,000 
   

於年內建議的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始可作實。

9.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經調整以反映二零
一一年已發行的可換股債券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176,000,000股（包括於年內已發行的強制性
可換股工具）（二零一三年：1,176,000,000股）計算得出。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得出：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母公司
 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40,796 264,052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包括已發行的強制性可換股工具） 1,176,000,000 1,17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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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物業、廠房及設備和預付土地租賃款項等方
面的資本性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1,630,000,000元，主要由以下各項組成：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百萬元

現有生產設施升級（附註1） 204
新建三廠 5
擴展新疆心連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附註2） 1,084
新建四廠（附註3） 288
土地使用權及樓宇 49
 

總計 1,630
 

附註：

1. 升級現有生產設施的資本開支主要為本公司提高生產效率及減低生產成本。現有生產設施
包括一廠、二廠、三廠、四廠及複合肥生產廠。

2. 新疆心連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疆心連心」）為河南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
附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新疆心連心在中國新疆主要從事尿素、複合肥、三聚氰胺、
液氨及氨溶液的生產、銷售及買賣。瑪納斯天利煤業有限責任公司（「天利」）為新疆心連心
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煤礦開採及煤炭銷售。

3. 四廠（「四廠」）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竣工，是二廠及三廠的擴展工程，擁有設計年產能約
800,000噸尿素。

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31,790 9,572 
   

應收票據 4,570 3,897 
   

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於30至90日內清償，按其原有發票金額（即其於初步確認時的公平
值）確認。本集團的應收票據為免息及一般於90至180日內清償。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以
人民幣計值。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交易條款主要為預付款項，若干客戶或可取得信貸期。各客戶有信貸期上
限。本集團尋求維持對其尚未到期的應收款項的嚴格控制，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會由高
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鑒於上文所述，及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分佈於大量分散的客戶，故並無
重大信貸集中風險。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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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續）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於申報期末的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及已扣除撥備）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 3,267 2,152 
1至3個月 3,479 819 
3至6個月 8,700 2,372 
6至12個月 15,921 3,990 
12個月以上 423 239 
   

 31,790 9,572 
   

12.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於申報期末的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 67,929 66,288 
1至3個月 12,772 11,115 
3至6個月 3,811 4,504 
6至12個月 6,008 2,143 
12個月以上 5,054 4,121 
   

 95,574 88,171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於30至90日內清償。貿易應付款項以人民幣計值。

13. 應付票據

本集團的應付票據平均於90至180日內到期，且為免息。應付票據以人民幣計值，並以定期存
款人民幣491,713,000元（二零一三年：人民幣148,961,000元）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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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I) 業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收入由截至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3,969,000,000元增
加約人民幣1,113,000,000元或約28%至約人民幣5,082,000,000元。此項增加乃主要由於
尿素、甲醇及複合肥銷量增加。

尿素

尿素的銷售收入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258,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747,000,000元或約33.1%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3,005,000,000元。尿素銷量於
二零一四財政年度上升約60%。此項增加乃主要由於新建四廠開始投產。銷量上升被尿
素平均售價下降約17%部分抵銷。

甲醇

甲醇的銷售收入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601,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71,000,000
元或約12%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672,000,000元。此項增加乃主要由於儘管甲
醇平均售價下降約11%，但銷量增加約44%。甲醇銷量上升主要由於調整尿素及甲醇的
生產規劃以生產更多甲醇取得更佳的財務業績。

複合肥

複合肥的銷售收入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096,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50,000,000元或約13.7%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246,000,000元。此項增加乃
主要由於擴展銷售網絡，銷量增加約24%。此上升被複合肥平均售價下降約8%部分抵
銷。

盈利能力

整體毛利率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18.8%減少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17.7%，乃由於尿
素的毛利率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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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業務回顧（續）

盈利能力（續）

尿素

尿素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22.1%下降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16.6%，原因
為二零一四財政年度尿素的平均售價較低，與二零一三財政年度比較下跌約17%。平均
售價下跌被平均銷售成本下降約11%部分抵銷。

甲醇

儘管甲醇的平均售價於二零一四財政年度下跌約11%，其毛利率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
約21.2%上升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25%，原因為與二零一三財政年度比較，二零一四
財政年度煤炭價格下跌減低了甲醇的平均銷售成本約16%。

複合肥

複合肥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10.9%增加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15.7%。該
增加主要由於原材料價格下跌，導致複合肥的平均銷售成本降低約13%。毛利率上升被
平均售價下跌約8%部分抵銷。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6,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30,000,000
元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56,000,000元，主要由於二零一四財政年度銀行利息
收入、副產品銷售及補償收入分別增加約人民幣11,000,000元、人民幣15,000,000元及
人民幣7,000,000元。此項增加被已變現匯兌收益因人民幣兌美元貶值而減少約人民幣
7,000,000元所部分抵銷。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82,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16,000,000
元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98,000,000元。此項上升主要由於薪金、運輸和裝卸
費、廣告開支、差旅開支及原料成本分別增加約人民幣24,000,000元、人民幣40,000,000
元、人民幣35,000,000元、人民幣3,000,000元及人民幣3,000,000元。廣告開支增加的原
因為自一般及行政開支重新分類至廣告開支，在本年度本集團更著重宣傳產品而非宣傳
本集團品牌。其他開支增加主要由本集團銷售網絡強勁擴張及銷售量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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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業務回顧（續）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76,0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33,000,000
元或12%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43,000,000元。此項減少主要由於廣告開支及
董事薪酬成本分別減少約人民幣37,000,000元及人民幣5,000,000元。此項減少被減值成
本及環保開支分別增加約人民幣5,000,000元及人民幣4,000,000元所部分抵銷。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9,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2,000,000元至二
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1,000,000元，主要由於未變現匯兌虧損增加約人民幣
6,000,000元。此項增加被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及捐贈開支分別減少約人民
幣2,000,000元及人民幣2,000,000元所抵銷。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95,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23,000,000元或
129%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18,000,000元。該增加乃由於較二零一三財政年
度，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增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52,0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3,000,000元或6%
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49,000,000元，乃由於應課稅溢利減少所致。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64,0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
23,000,000元或8.7%至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41,000,000元。此乃主要由於銷售
及分銷開支以及財務成本分別增加約人民幣116,000,000元及人民幣123,000,000元所致。
二零一四財政年度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被毛利率增加人民幣151,000,000元以及一
般及行政開支及所得稅開支分別減少約人民幣33,000,000元及人民幣3,000,000元所部分
抵銷。

自二零一四財政年度末起的重要事件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新疆心連心（作為買方）與劉建國先生（作為賣方）訂立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瑪納斯縣天欣煤業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司（「目
標公司」））的100%股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94,440,000元（相當於約117,105,600港元）。
根據買賣協議，新疆心連心已於買賣協議日期起計五個營業日，向劉建國先生支付首次
付款人民幣37,210,000元（相當於約46,140,400港元），而餘下款項人民幣57,230,000元（相
當於約70,965,200港元）將於中國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目標公司的股權變更登記後六
個月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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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財務狀況回顧

資產負債

本集團使用資產負債比率（負債淨額除以總資本加負債淨額總和）來監控資本。本集團的
政策是將資產負債比率維持在90%以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704 –
貿易應付款項 95,574 88,171
應付票據 906,765 260,14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344,779 829,368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4,024,519 2,972,815
應付短期融資債券 – 300,000
其他應付款項 361 398
應付長期融資債券 450,000 250,000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33,389) (797,813)
  已抵押定期存款 (491,713) (148,961)
   

負債淨額 5,698,600 3,754,121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674,955 2,511,280
減：法定儲備金 (229,180) (199,295)
   

總資本 2,445,775 2,311,985
   

資本和負債淨額 8,144,375 6,066,106
   

資本負債率 69.97%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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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財務狀況回顧（續）

資產負債（續）

負債淨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應付短期及長期融資債券、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
據、應付關連公司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已抵押定期
存款。資本包括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減法定儲備金。

貸款

於一年內應付或按要求償還的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210,056 219,354 94,983 40,000
應付短期融資債券 – – – 300,000
    

 210,056 219,354 94,983 340,000
    

於一年後應付的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 3,589,654 – 2,831,468
政府貸款 – 5,455 – 6,364
應付長期債券 – 450,000 – 250,000
    

 – 4,045,109 – 3,087,832
    

抵押品詳情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人民幣210,000,000元（二零一三年：人民幣
95,000,000元）的短期貸款由已抵押定期存款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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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景

本公司新投運的第四條生產線採用了國際最先進的生產技術，經過一年的磨合和穩定生
產，各項運行指標均達到行業一流水平，進一步強化公司的成本和技術優勢。

隨著產品差異化戰略的實施，本公司不斷強化自身研發能力，並提高高效肥產品的銷售
比重，進一步提升本公司化肥產品的盈利能力和市場競爭力。經過兩年示範推廣，本公
司高效肥的銷售比重不斷提高，特別是本公司與中國科學院共同研製開發了內置式控失
肥、腐植酸肥及聚能網肥等高效肥，這一系列高效肥的開發和推廣將更為有效的克服行
業週期性對本公司的影響。同時已獲批，並正在籌建的國家級氮肥研究中心，也將在投
運後進一步提高本公司的技術優勢和對高效肥的研發能力。

本公司開始實行營銷轉型，採用互聯網營銷模式，優化銷售渠道並強化終端服務。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國內尿素市場較去年低迷的市場行情有一定改善：1、流通領域庫
存較低；2、新出台的尿素出口關稅利好政策的支持；3、經過行業整合，會有落後產能
推出市場；4、煤炭價格會繼續保持低位穩定運行，尿素和甲醇產品的上游壓力不大。

(IV) 建議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建議末期股息」），
每股人民幣6.00分（二零一三年：每股人民幣6.00分），惟建議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本
公司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始可作實。本公司將就建議末期股息、股東週年大
會，以及本公司股東名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的時段（以釐定股東收取建議末
期股息的資格）的詳情，適時另行刊發公佈。

(V) 補充資料

1. 營運及財務風險

(i) 市場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市場風險包括主要產品平均售價變動、原材料（主要為煤）的成
本變動及利率和匯率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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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補充資料（續）

1. 營運及財務風險（續）

(ii) 商品價格風險

本集團亦面臨因產品售價及原材料成本波動而產生的商品價格風險。

(iii) 利率風險

本集團承擔的主要市場利率風險包括本集團受浮動利率影響的長期債務承擔。

(iv)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收入及成本主要以人民幣計值。部分成本可能以港元、美元或新加坡
元計值。

(v) 通脹及貨幣風險

根據中國國家數據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於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漲約2.0%，而二零一三年亦上漲約2.6%。中國的
通脹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vi)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監控其資金短缺的風險。本集團定期檢討其財務投資及金融資產（例如
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金融資產）的到期情況及經營業務的預測現金流量。本集
團的目標是通過使用銀行透支及銀行貸款，維持資金持續及靈活性之間的平
衡。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於財務報表內所反映的借款的賬面
值，本集團債務中約人民幣429,0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135,000,000元）或約10.7%（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將於一年內
到期。

(vii) 資產負債比率風險

本集團監控其資本比率，以支持其業務及最大化股東價值。本集團根據經濟狀
況變動管理資本結構以及就此作出調整。本集團可以透過籌集新債或發行新股
以保持或調整資本結構。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管理資本的目標、政策或流程概無任何變動。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負債淨額除以總資本加負債淨額總和）自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61.9%上升至約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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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補充資料（續）

2.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三年：無）。

3. 重大訴訟及仲裁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未牽涉任何訴訟或仲裁。

4.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有關本集團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金額，本集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同
意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初步業績公佈所載的數字。安
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所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
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所進行的核證工作，因此，安永
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初步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5.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準則，並討論
及檢討內部監控及申報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業績。

6.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履行出色的企業管治，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
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
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上市發行人的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職位須予區分，且不應
由同一人兼任。劉興旭先生自本公司註冊成立以來即為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董事會認為有關架構有利於本集團，因為董事會認為劉興旭先生於業內擁有豐富的
經驗，能為本公司提供有力及貫徹一致的領導和遠見，使本公司能有效快速地規劃
及執行業務上的決策及策略。劉興旭先生亦可確保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及時分享資
訊。

此外，本公司董事認為董事會由人數均衡的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以及設立各個董事委員會（由全體或大部分獨立董事所組成）監察本
公司不同範疇的事務，均已足夠保障權力與授權之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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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補充資料（續）

7.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以及標準守則不時的修訂，作為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
則。董事會確認，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指定查詢後，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標準守則規定的準則。

8.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的任何證券。

9.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5,588名（二零一三年：5,026名）僱員。員
工薪酬待遇乃經考慮市況及有關個人的表現後釐定，並可不時予以檢討。本集團亦
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壽險，並根據合資格員工的表現及對本集團的
貢獻，授出酌情獎勵花紅。

10. 於聯交所網站的披露

本公佈已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chinaxlx.com.hk） 
刊發。

 承董事會命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
 閆蘊華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興旭先生、閆蘊華女士及張慶金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為廉潔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建源先生、李生校先生及王為仁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