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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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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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ango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天工國際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6）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人民幣百萬元（除非另有說明）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變動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1,877.0 1,568.2 19.7%
毛利 214.1 186.9 14.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39.3 25.7 52.8%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018 0.012 50.0%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0.018 0.012 50.0%

毛利率 11.4% 11.9% (0.5點子)
純利率 2.2% 1.7% 0.5點子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淨值 4,180.1 4,155.4 0.6%
債務淨值(1) 2,044.6 1,809.2 13.0%
資產負債比率淨值(2) 48.9% 43.5% 5.4點子

附註：

(1) 債務淨值等於銀行借款總額減已抵押存款、定期存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 資產負債比率淨值以債務淨值除以權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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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和其他全面
收益表及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均經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
會計師事務所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的比較數
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 1,877,005 1,568,234
銷售成本 (1,662,936) (1,381,307)

  

毛利 214,069 186,927

其他收入 5 6,308 7,325
分銷開支 (42,255) (28,829)
行政開支 (63,429) (67,363)
其他開支 6 (9,805) (16,424)

  

經營業務溢利 104,888 81,636
  

融資收入 2,664 5,533
融資開支 (59,102) (59,807)

  

融資成本淨額 7(a) (56,438) (54,27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1,628) 3,513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溢利 (720) 2,361
  

除所得稅前溢利 7 46,102 33,236

所得稅 8 (5,197) (6,372)
  

期內溢利 40,905 26,864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9,290 25,713
 非控股股東權益 1,615 1,151

  

期內溢利 40,905 26,864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9

 基本 0.018 0.012
  

 攤薄 0.018 0.012
  



- 3 -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40,905 26,86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及作出重新分類調整後）：

其後或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之匯兌差額：
 －香 港附屬公司及以權益列賬的海外被投資公司的財

務報表（扣除稅項零） 8,860 72
  可供出售證券：公平價值儲備的變動淨額（扣除稅項 

 人民幣510,000元） (2,890)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5,970 7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6,875 26,936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5,260 25,785
 非控股股東權益 1,615 1,15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6,875 2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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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11,347 3,444,164
預付租賃款項 71,749 72,624
商譽 21,959 21,95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0,067 46,484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25,216 25,343
其他金融資產 92,900 96,300
遞延稅項資產 34,065 30,146

  

3,707,303 3,737,020
  

流動資產
交易證券 2,145 –
存貨 1,999,433 1,901,77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834,798 1,577,383
抵押存款 201,381 180,180
定期存款 449,506 64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4,745 259,546

294,745 259,546

4,782,008 4,558,884
  

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2,573,364 2,678,9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215,459 1,145,129
即期稅項 – 1,560
遞延收入 6,080 5,840

  

3,794,903 3,831,441
  

流動資產淨值 987,105 727,44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694,408 4,464,463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416,888 210,000
遞延收入 40,363 43,876
遞延稅項負債 57,048 55,153

  

514,299 309,029
  

資產淨值 4,180,109 4,15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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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167 40,167
儲備 4,000,608 3,977,54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4,040,775 4,017,715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9,334 137,719
  

權益總額 4,180,109 4,15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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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告實體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三項法例，經
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於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以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
製，包括已遵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
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獲
授權刊發。

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採用的會計政策與二零一六年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相同。
該等會計政策的任何變動詳情載於附註3。

管理層在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的中期財務報告時需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
該等判斷、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和本期至今的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呈報金
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差異。

此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篩選的解釋附註。此等附註載有多項事件與交
易的說明，對了解本集團自刊發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財務狀況的變動及表現實為
重要。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未載有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整份財務報表的一切規定資料。

此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
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作出審閱。畢馬威會計
師事務所向董事會出具的獨立審閱報告載於中期財務報告內。

中期財務報告內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作為比較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乃摘錄自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該等財務報表。本公司核數師已呈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該等財務報表。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於出具無保
留意見的情況下，提請注意任何引述之強調事項。

3.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若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其乃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
次生效。該等變動對本集團現時及先前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編製或呈列並未產生重大影
響。

於當前會計期間，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 7 -

4.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營業額主要指高合金鋼（包括模具鋼及高速鋼）、切削工具、鈦合金及商品貿易於撇銷公司
間交易後的銷售價值。

如下文所述，本集團有五個可報告分部，均為本集團的產品分部。就各產品分部而言，
主席（主要營運決策人）至少每月審核內部管理報告。概無經營分部合計構成以下可報告分
部。下文概述本集團各可報告分部的營運：

－ 模具鋼 模具鋼分部產銷用於模具製造業的材料。

－ 高速鋼 高速鋼分部產銷用於工具製造業的材料。

－ 切削工具 切削工具分部向工具業產銷高速鋼及硬質合金切削工具。

－ 鈦合金 鈦合金分部向鈦工業產銷鈦合金。

－ 商品貿易 商品貿易分部出售本集團生產能力範圍之外的普鋼產品。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主席（主要營運決策人）按以下基準監察每個可報
告分部應佔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及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於聯營公司的權益、於合營公司的
權益、其他金融資產、抵押存款、定期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遞延稅項資產以
及其他總部及公司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應付票據、貿易及非貿易應付款項、遞
延收入及個別分部應佔的製造及銷售活動的應計開支，惟計息借款、即期稅項、遞
延稅項負債及其他總部及公司負債除外。

營業額及開支於可報告分部的分配乃參考該等分部所帶來的銷售額及該等分部所產生
的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折舊或攤銷所產生的開支而進行。

報告分部溢利所用的計量方法為「經調整EBIT」，即「經調整除息稅前盈利」，其中
「息」指融資成本淨額。為計算經調整EBIT，本集團的盈利經並非特定歸於個別分部
的項目進一步調整，例如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溢利減虧損以及其他總辦事處或公
司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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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收取有關經調整EBIT的分部資料外，管理層獲提供分部營運過程中產生的有關營
業額（包括分部間營業額）的分部資料。分部間營業額訂價參考向外方收取的類似訂單
價格。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主席（主要營運決策人）就資源分配
及分部表現評估而獲提供關於本集團可報告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模具鋼 高速鋼 切削工具 鈦合金 商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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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786,331 306,052 232,079 84,101 468,442 1,877,005
分部間營業額 – 76,831 – – – 76,831

      

可報告分部營業額 786,331 382,883 232,079 84,101 468,442 1,953,836
      

可報告分部溢利
 （經調整EBIT） 89,778 46,104 26,240 9,020 672 171,81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模具鋼 高速鋼 切削工具 鈦合金 商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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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報告分部資產 3,269,432 2,119,840 1,396,342 450,499 10 7,236,123
      

可報告分部負債 632,891 370,936 191,689 40,538 – 1,236,05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模具鋼 高速鋼 切削工具 鈦合金 商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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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534,209 206,838 237,519 98,416 491,252 1,568,234
分部間營業額 – 76,174 – – – 76,174

      

可報告分部營業額 534,209 283,012 237,519 98,416 491,252 1,644,408
      

可報告分部溢利
 （經調整EBIT） 79,300 31,542 33,973 8,031 936 153,782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模具鋼 高速鋼 切削工具 鈦合金 商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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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報告分部資產 3,040,930 2,136,121 1,328,101 436,820 11 6,941,983
      

可報告分部負債 591,689 342,342 178,869 45,026 – 1,15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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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報告分部營業額、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營業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營業額 1,953,836 1,644,408
抵銷分部間營業額 (76,831) (76,174)

  

綜合營業額 1,877,005 1,568,23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溢利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溢利 171,814 153,782
融資成本淨額 (56,438) (54,27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1,628) 3,513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溢利 (720) 2,361
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66,926) (72,146)

  

綜合除所得稅前溢利 46,102 33,236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資產 7,236,123 6,941,983
交易證券 2,145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0,067 46,484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25,216 25,343
其他金融資產 92,900 96,300
遞延稅項資產 34,065 30,146
抵押存款 201,381 180,180
定期存款 449,506 64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4,745 259,546
即期稅項 3,061 –
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資產 100,102 75,922

  

綜合資產總值 8,489,311 8,295,904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負債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負債 1,236,054 1,157,926
計息借款 2,990,252 2,888,912
即期稅項 – 1,560
遞延稅項負債 57,048 55,153
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負債 25,848 36,919

  

綜合負債總值 4,309,202 4,14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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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遍及全球，但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美、歐洲及亞洲（中國
除外）四個經濟區。

在呈列地區資料時，分部營業額以客戶所在地區為基礎。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絕大部
分均位於中國，因此並未提供分部資產、負債及資本支出的地區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營業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1,299,502 1,108,314
北美 201,219 179,587
歐洲 247,906 149,735
亞洲（中國除外） 97,083 110,458
其他 31,295 20,140

  

總計 1,877,005 1,568,234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客戶群具多元化，其中包括與一位客
戶（二零一六年：一位客戶）的交易額超過本集團營業額的10%，但低於30%。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助金 3,615 6,524
銷售廢料 256 275
上市證券的股息收入 1,780 –
撥回呆賬減值虧損 – 2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淨額 190 –
其他 467 505

  

6,308 7,325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從丹陽市地方政
府收取獎勵其對地方經濟貢獻及鼓勵技術創新的無條件補助金人民幣342,000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256,000元）。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本集團亦已確認與資產相關的政府補助金攤銷人民幣3,273,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268,000元）。



- 11 -

6. 其他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呆賬減值虧損撥備 3,211 –
外匯虧損淨額 6,370 15,72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淨額 – 60
其他 224 642

  

9,805 16,424
  

7.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a) 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2,664) (5,533)
  

融資收入 (2,664) (5,533)
  

銀行貸款利息 71,594 66,275
減：資本化至興建中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利息開支 (12,492) (6,468)

  

融資開支 59,102 59,807
  

融資成本淨額 56,438 54,274
  

(b)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貨成本* 1,662,936 1,377,160
折舊 108,243 103,474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874 874
存貨撇減撥備 9,436 924

* 存貨成本包括與折舊開支及存貨撇減撥備有關的金額人民幣108,906,000元（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00,457,000元），該等金額亦計入上文
就各類該等開支單獨披露的有關總金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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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所得稅撥備－企業稅 6,711 13,594
香港利得稅撥備 – 983

  

6,711 14,577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撥回 (1,514) (8,205)

  

5,197 6,372
  

(a)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島或英屬維爾
京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b) 中國所得稅撥備根據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各自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計算，該等稅率乃
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規則及規例釐定。江蘇天工工具有限公司、天工愛和特鋼有限公
司及江蘇天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七年按合資格高新技術企業適用的優惠所得
稅率15%繳納所得稅（二零一六年：15%）。

 適用於本集團於中國的其他經營附屬公司的法定企業所得稅率為25%（二零一六年：
25%）。

(c) 已就天工發展香港有限公司根據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在香港賺取之估計
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六年：16.5%）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39,290,000元（截至二零一
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5,713,000元）及中期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2,220,080,000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220,080,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經考慮購股權的潛在攤薄影響後，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
利人民幣39,29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5,713,000元）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2,225,934,849股（包括以權
益結算的股份支付交易的影響）（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220,080,000
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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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043,181 988,696
應收票據 586,020 416,596
減：呆賬撥備 (40,521) (37,310)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 1,588,680 1,367,982
  

預付款項 134,473 125,342
即期稅項 3,061 –
非貿易應收款項 108,584 84,059

  

預付款項及非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246,118 209,401
  

1,834,798 1,577,383
  

金額為人民幣149,037,000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147,748,000元）的貿易應收款項已抵押予
銀行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的擔保。

截至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並扣除呆
賬撥備進行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353,368 1,118,311
四至六個月 137,560 144,452
七至十二個月 73,565 74,003
一至兩年 14,469 17,319
兩年以上 9,718 13,897

  

1,588,680 1,36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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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被個別或共同被視作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並無逾期或減值 1,075,511 1,123,111
  

逾期少於三個月 21,126 23,421
逾期三至六個月 8,815 2,471
逾期六個月以上 6,641 15,506

  

逾期但未減值金額 36,582 41,398
  

1,112,093 1,164,509
  

並無逾期或減值的應收款項涉及廣泛的近期無拖欠記錄的客戶。

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涉及若干於本集團過往付款記錄良好的客戶。根據過往經驗，管
理層認為由於該等客戶的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該等結餘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故毋
須作出減值撥備。

就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而言，本集團對於所有要求超過若干信貸金額的客戶均會進行個別
信貸評估。此等評估主要針對客戶過往於到期時的還款記錄及當前的償還能力，並考慮客
戶的具體資料和客戶營運所在的經濟環境。本集團的客戶一般獲授最多180天的信貸期，
視乎個別客戶的信譽是否良好而定。一般而言，本集團不向客戶收取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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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進行的賬齡
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649,469 472,360
四至六個月 329,507 405,858
七至十二個月 18,837 34,522
一至兩年 17,880 16,182
兩年以上 32,021 28,832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總值 1,047,714 957,754
非貿易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67,745 187,375

  

1,215,459 1,145,129
  

12. 股本、儲備及股息

來自上一財政年度已批准但未於中期期間派付的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上一財政年度已批准但未於中期期間派付的股息，
 每股人民幣0.01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每股人民幣0.0065元） 22,200 1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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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市場回顧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模具鋼 786,331 41.9 534,209 34.1 252,122 47.2
高速鋼 306,052 16.3 206,838 13.2 99,214 48.0
切削工具 232,079 12.4 237,519 15.1 (5,440) (2.3)
鈦合金 84,101 4.5 98,416 6.3 (14,315) (14.5)
商品貿易 468,442 24.9 491,252 31.3 (22,810) (4.6)

      

1,877,005 100.0 1,568,234 100.0 308,771 19.7
      

透過戰略合作夥伴致力於發展華東及華南市場後，以及因二零一六年中國鋼鐵行業去除
過剩產能而獲取額外市場份額後，本集團順利由行業低谷走向復甦。模具鋼及高速鋼的
銷量均錄得大幅增長，尤其是中國國內市場。

同時，受本集團用作原材料的稀有金屬上揚的價格趨勢推動，因特鋼行業稀有金屬成本
的上升大部分可轉移給客戶，本集團產品的平均售價整體上升。

受銷量及平均售價的雙重積極影響，本集團營業額整體錄得19.7%的增幅，主要由模具
鋼及高速鋼兩個主要分部貢獻。

模具鋼－約佔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營業額的42%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內銷 428,607 54.5 223,422 41.8 205,185 91.8
出口 357,724 45.5 310,787 58.2 46,937 15.1

      

786,331 100.0 534,209 100.0 252,122 47.2
      

模具鋼的生產使用了多種稀有金屬，包括鉬、鉻及釩，為一種高合金特殊鋼。模具鋼主
要用於模具及鑄模以及機器加工。多個不同的製造行業均須使用模具，包括汽車業、高
速鐵路建設、航空及塑料產品製造等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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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模具鋼分部營業額增長約47.2%至人民幣786,331,000元（二零一六
年上半年：人民幣534,209,000元）。受本集團用作原材料的稀有金屬上揚的價格趨勢驅
動，模具鋼產品的平均售價整體上升。

根據滲透華東及華南市場的戰略計劃，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在相關區域設立聯營
公司（江蘇寧興天工模具科技有限公司及深圳我要模材科技有限公司），以增強其中國國
內市場分銷網絡。同時，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國內市場需求得到復甦，該戰略計劃實
現重大回報。因此，國內營業額增長91.8%至人民幣428,607,000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人民幣223,422,000元）。

就海外市場而言，與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相比，需求相對穩定，銷量錄得3%的增長。出
口營業額增長15.1%至人民幣357,724,000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人民幣310,787,000元），
主要歸因於模具鋼產品平均售價的增長。

高速鋼－約佔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營業額的1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內銷 208,613 68.2 138,405 66.9 70,208 50.7
出口 97,439 31.8 68,433 33.1 29,006 42.4

      

306,052 100.0 206,838 100.0 99,214 48.0
      

高速鋼的生產使用了多種稀有金屬，包括鎢、鉬、鉻及釩，具有較高硬度、耐熱性及
耐磨性。該等特點令高速鋼適用於切削工具及生產高溫軸承、高溫彈簧、模具以及內燃
機引擎和滾輪，可廣泛用於特定的工業用途，如汽車、機械設備製造、航空及電子行業
等。

與模具鋼情況類似，高速鋼產品的平均售價因稀有金屬採購價上升亦整體上升。然而，
高速鋼需求的復甦相對慢於模具鋼。

於中國國內市場，高速鋼的需求經歷溫和復甦。加上平均售價上升的影響，國內營業額
增長50.7%至人民幣208,613,000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人民幣138,40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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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場方面，近期的市場發展趨勢讓本集團的高速鋼產品贏得新據點。本集團的高速
鋼產品目前被新客戶應用於生產頂針及複雜工具。憑藉此更廣闊的應用及覆蓋面，高速
鋼的出口營業額增長42.4%至人民幣97,439,000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人民幣68,433,000
元）。

切削工具－約佔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營業額的12%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內銷 109,738 47.3 85,537 36.0 24,201 28.3 
出口 122,341 52.7 151,982 64.0 (29,641) (19.5)

      

232,079 100.0 237,519 100.0 (5,440) (2.3)
      

切削工具分部包括高速鋼及硬質合金切削工具。高速鋼切削工具產品可分四大類，包括
麻花鑽頭、絲錐、銑刀及車刀，均用於工業製造。本集團生產的高速鋼切削工具產品主
要為麻花鑽頭及絲錐兩類。本集團實施縱向一體化，自上游高速鋼生產擴展至下游高速
鋼切削工具生產，以致成本優勢遠勝同業。本集團生產的高端硬質合金工具主要為定製
工具。

切削工具於中國國內及海外市場的競爭仍然嚴峻。自二零一六年下半年起本集團持續應
用具競爭力的定價政策。

於中國國內市場，切削工具的需求受多項製造業復甦的支持，如汽車、家用電器及造船
業。因此，在本集團具競爭力的定價政策下，銷量增加完全貢獻於國內營業額，增加
28.3%至人民幣109,738,000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人民幣85,537,000元）。

於海外市場，對高端切削工具的若干需求由高速鋼切削工具轉變為硬質合金工具。為應
對該需求的轉變，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開始生產高端硬質合金工具。於過渡時期，本集
團出口銷量受到影響，導致出口營業額下降19.5%至人民幣122,341,000元（二零一六年上
半年：人民幣151,98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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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合金－約佔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營業額的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內銷 81,927 97.4 98,416 100.0 (16,489) (16.8)
出口 2,174 2.6 – – 2,174 –

      

84,101 100.0 98,416 100.0 (14,315) (14.5)
      

鈦合金分部為本集團產品中不斷發展的一個分部。鈦合金抗腐蝕性的特點使得其於不同
行業內得到廣泛應用，包括航空、化工管道設備、核工業及海洋工業。

歷經四年獲取鈦合金市場份額的努力，本集團調整其定價策略以加強鈦合金產品的盈利
能力。鈦合金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定價更著重於盈利水平。因此，儘管銷量受價格調
整影響而下降，更高平均售價定會實現長期盈利能力。國內營業額減少16.8%至人民幣
81,927,000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人民幣98,416,000元）。

本集團自二零一六年下半年開始出口鈦合金。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持續發展海外市場並
取得相對良好的進展。

商品貿易

本分部涉及買賣非本集團生產範圍內的普鋼產品。由於此分部利潤微薄，本集團未來將
減少這部分業務的投放。

展望

於提高中國國內市場定價能力及在華東及華南市場建立分銷網絡後，本集團了解到研發
及產品升級至關重要，致使其能充分利用定價及分銷優勢。

為提高本集團的創新及研發能力，新研究中心將於二零一七年年底前投入運作，與此同
時，與南京工業大學等多間研究機構合作開發多項新研究項目。將於新研究中心進行的
所有新研發項目涉及將本集團產品應用於「中國十三五規劃」及「中國製造2025」規定的新
材料產業，符合中國的國家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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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創新及進步是維持競爭力並將最終實現本集團業務真正價值的最佳途徑。

最後，我們再次肯定，我們一直秉承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維持最高標準企業管治的信
念。

前瞻性陳述

本管理層討論及分析載有有關本集團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業務的若干前瞻性陳述，該
等前瞻性陳述代表本集團有關未來事件的預期或信念，並涉及已知及未知風險及不確定
性，以致對實際業績、表現或事件與該等陳述所明示或暗示者存在重大差異。

前瞻性陳述涉及固有風險及不確定性。閱讀者務請注意，若干因素可能導致實際業績有
別於任何前瞻性陳述所預期或暗示者（若干情況下可能存在重大差異）。

財務回顧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5,713,000元增加約52.8%至二
零一七年上半年的人民幣39,290,000元。純利增加主要由於(i)期內本集團模具鋼及高速鋼
分部的銷量回升；及(ii)本集團作為原材料的稀有金屬價格上升趨勢促進本集團模具鋼及
高速鋼分部平均售價上升。

營業額

本集團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合計為人民幣1,877,005,000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的人民幣1,568,234,000元增加19.7%。該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兩個主要分部模具鋼及高速
鋼營業額增加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銷售成本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381,307,000元增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
人民幣1,662,936,000元，增幅20.4%。該增加主要由於期內的銷售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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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毛利率為11.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11.9%）。以下為本集團五個
分部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及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毛利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模具鋼 15.0% 18.2%
高速鋼 17.2% 17.0%
切削工具 14.2% 16.8%
鈦合金 11.5% 13.7%
商品貿易 0.14% 0.19%

  

模具鋼

模具鋼的毛利率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18.2%減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15.0%。雖然本集
團用作原材料的稀有金屬的價格上漲趨勢刺激了平均售價，但為確保本集團維持具有競
爭力的定價，於原材料採購價格上升時本集團需與行業同步提高其產品平均售價，因此
產生的時間差導致毛利率下降。因此，於過渡期內毛利率受到壓縮，因而導致報告期間
模具鋼整體毛利率下降。

高速鋼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高速鋼毛利率企穩於17.2%，而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為17.0%。就
高速鋼而言，除鉻、鉬及釩外，鎢特別用於生產高速鋼，是各稀有金屬中成分最高的金
屬。在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與其他稀有金屬相比，鎢的價格相對保持穩定。因此，高速
鋼的毛利率所受影響甚微，穩定保持於17%。

切削工具

切削工具的毛利率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16.8%減至二零一七年同期的14.2%。該減少主
要由於本集團應用具競爭力的定價政策以獲取於國內及海外的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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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合金

鈦合金的毛利率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13.7%減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11.5%。儘管本集
團轉至可盈利定價策略，但鈦合金產品仍面對與模具鋼類似的毛利率壓力。鈦合金原材
料海綿鈦的價格亦見上漲。在此持續上漲的趨勢下，鈦合金產品的毛利率被擠壓。

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人民幣7,325,000元減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人
民幣6,308,000元，該減少主要由於以下各項的綜合影響所致：(i)自中國政府收取的中國
政府補助金減少；及(ii)來自於中國上市證券的股息收入（二零一六年同期為零）。

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分銷開支為人民幣42,255,000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人民幣28,829,000元），增
加46.6%。該增加主要由於(i)與二零一六年同期相比銷量大幅增長；及(ii)於二零一七年
關於「中國製造論壇2025」產生的營銷及推廣活動開支。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分銷開支
佔營業額的百分比為2.3%（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1.8%）。

行政開支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行政開支減至人民幣63,429,000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人
民幣67,363,000元）。該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提供激勵以提升員工士氣以應對衰退，
而於二零一七年並未提供相關激勵。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行政開支佔營業額的百分比
為3.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4.3%）。

融資成本淨額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淨額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人民幣54,274,000元增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
的人民幣56,438,000元，乃由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平均銀行結餘較少導致所產生的利息
收入減低所致。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人民幣6,372,000元減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
人民幣5,197,000元。該減少因地方政府鼓勵研發所致。研發開支獲額外所得稅減扣，為
期間帶來稅務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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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

基於上文所載因素，本集團溢利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6,864,000元增加52.3%至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0,905,000元。本集團的純利率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1.7%
增加至二零一七年同期的2.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39,290,000元（二零一六年上
半年︰人民幣25,713,000元），增幅為52.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1,577,383,000元增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1,834,798,000元，主要由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銷售額
增加所致。呆賬撥備人民幣40,521,000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37,310,000元）佔貿易應收
款項及應收票據的2.6%（二零一六年：2.7%）。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主要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人民幣
294,745,000元、存貨人民幣1,999,433,000元、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人民幣1,834,798,000
元、定期存款人民幣449,506,000元及抵押存款人民幣201,381,000元。本集團的流動資產
仍維持相對穩定，為人民幣4,782,008,000元，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人民
幣4,558,884,000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借款為人民幣2,990,252,000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88,912,000元），其中須於一年內償還的借款為人民幣
2,573,364,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678,912,000元），而償還期為一
年以上的借款為人民幣416,888,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10,000,000
元）。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淨值（按未償還計息債項總額減抵押存款、定期存款及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為48.9%，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43.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借款中人民幣2,053,9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2,033,050,000元）以人民幣計值，90,923,000美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9,216,000美元）以美元計值，41,345,000歐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752,000
歐元）以歐元計值。本集團的大部分借款按介乎0.60%至5.22%（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0.70%至5.75%）的利率支付利息。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利率掉期，以對沖相關利率
變動風險。期內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95,531,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為人民幣494,76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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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支出及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固定資產淨減少值為人民幣32,817,000元（二零一六年上
半年：淨增加人民幣3,556,000元）。相對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就薄鋼板生產廠房以及研究
中心承擔的資本支出，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啓動較少項目，故此產生較少資本支
出。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資本承擔為人民幣183,451,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209,198,000元），其中已簽約的部分為人民幣41,21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6,921,000元），已授權但未簽約部分為人民幣142,241,000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52,277,000元）。大部分資本承擔與採購及改進生產設備
有關。

外匯風險

本集團營業額以人民幣、美元及歐元計值，其中以人民幣的比例最高（69.2%（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9%））。銷售總額的30.8%（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1%）
及經營溢利均會受匯率波動影響。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金融工具，以對沖外匯風險。本
集團已設立多項措施，如鑒於外匯波動每月檢討產品定價，及鼓勵海外客戶更準時支付
結餘，以將外匯風險造成的財務影響降至最低。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若干銀行存款約人民幣201,381,000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0,180,000元）及若干貿易應收款項約人民幣149,037,000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47,748,000元）。詳情載於財務報表相關附註內。

僱員薪酬及培訓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僱員3,052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23
人）。本集團向僱員提供與市場看齊的薪酬水平，並根據本集團的薪金架構、獎勵及花
紅制度，按個別工作表現給予額外回報。為提高本集團生產力，並進一步提升本集團人
力資源的質素，本集團為全體僱員定期安排持續必修教育及培訓課程。

或然負債

本集團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均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均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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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中期股
息）。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採納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七年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
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就若干董事及僱員為本集團提供的服務，向其授出賦予其持
有人權利認購合共4,970,000股每股面值0.01美元股份的購股權。該等購股權已於二零一
二年七月一日歸屬，最初行使價為每股面值0.01美元的股份5.10港元，而行使期由二零
一二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股份於授出購股權當日的收市價為每
股面值0.01美元的股份5.10港元。由於在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實行股份拆細，根據
二零零七年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的最高股份總數被調整為19,880,000股每股面值0.0025美
元的股份，行使價為每股1.275港元。所有尚未行使的3,08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已於二零
一六年七月一日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本公司就僱員為本集團提供的服務，向其授出賦予其持有
人權利認購合共9,057,000股每股面值0.0025美元股份的購股權並已獲彼等接納。於合共
9,057,000份購股權中，55,000份購股權並無歸屬，且餘下購股權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一
日歸屬，最初行使價為每股面值0.0025美元的股份2.50港元，而行使期為二零一四年六
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為每股面值0.0025
美元的股份2.48港元。所有尚未行使的9,002,000股股份的購股權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一
日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本公司就若干董事及僱員為本集團提供的服務，向其授出賦
予其持有人權利認購合共22,147,000股每股面值0.0025美元股份的購股權，並已獲彼等接
納。該等購股權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九日歸屬，最初行使價為每股面值0.0025美元的
股份1.78港元，而行使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八日。本公司股
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為每股面值0.0025美元的股份1.78港元。

隨後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就若干董事及僱員為本集團提供的服務，向其
授出賦予持有人權利認購合共18,970,000股每股面值0.0025美元的股份的購股權，並已獲
彼等接納。該等購股權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歸屬，最初行使價為每股面值0.0025美
元的股份0.60港元，行使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
司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為每股面值0.0025美元的股份0.56港元。

二零零七年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六日屆滿。根據二零零七年購股權計劃，已
配發及發行合共16,200,000股股份，根據二零零七年購股權計劃授出的34,764,000份購股
權已註銷及失效，以及根據二零零七年購股權計劃授出的41,117,000份購股權仍尚未行
使及可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根據授出條款予以行使，儘管二零零七年購股權
計劃已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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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新購股權計劃（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通函及二零零
七年購股權計劃的到期日已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
獲批准。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在適用的情況下遵守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召開會
議，以考慮及審閱本集團的中期報告及中期財務報表，並向董事會提交意見及建議。審
核委員會認為，本公司的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及中期財務報表已遵守適用的會計準則，
且本公司已就其作出妥善披露。

致謝

董事會謹此衷心感謝各位股東、客戶、管理層及僱員對本集團的鼎力支持。

承董事會命
天工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朱小坤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朱小坤、嚴榮華、吳鎖軍及蔣光清

獨立非執行董事：高翔、李卓然及王雪松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