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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西北新技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SHAANXI NORTHWEST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8258）

第二季度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
司毋須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能
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所在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
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
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它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它資深投資者。

鑒於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
主機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
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創業板發布資料的主要方法為透過聯交所操作的互聯網網頁上刊登。上市公司毋
須在憲報指定的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
能閱覽創業板網頁，以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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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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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陝西西北新技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對此承
擔全部責任，本公告乃根據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的資料。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深知及確信：(i)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
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ii)本公告並無遺漏其它事實，致使其任何聲明產生
誤導；及(iii)本公告所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
及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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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實現營業額人民幣2,280萬元，較去
年同期增加17%。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盈利人民幣590萬元。

•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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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陝西西北新技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交本公
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經營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
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2 14,248 12,246 22,797 19,452

銷售成本  (10,279) (8,897) (17,109) (15,370)
     

毛利  3,969 3,349 5,688 4,082

其他收益  4,561 4,886 4,561 4,886

分銷成本  (549) (257) (959) (452)

行政開支  (1,011) (689) (3,065) (2,685)
     

經營溢利  6,970 7,289 6,225 5,831

財務費用  26 32 59 57
     

其他收入
除稅前溢利  6,996 7,321 6,284 5,888

稅項 3 (388) (161) (388) (161)
     

純利（虧損）  6,608 7,160 5,896 5,727
     

股息  – – – –
     

每股盈利 5 人民幣0.0073元 人民幣0.0079元 人民幣0.0065元 人民幣0.00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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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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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7 21,344
 土地租約租金  7,354 7,458
   

  27,021 28,802
   

流動資產
 存貨  736 3,457
 應收營業、其他賬款及預付款項 6 68,918 55,917
 土地租約租金  210 210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銀行結餘－受限制  – –
 銀行結餘及現金  59,998 61,499
   

  129,862 121,083
   

流動負債
 應付營業及其他賬款 7 612 692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3,827
 應付稅項  826 4,48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6,969 8,301
   

  18,407 17,305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11,455 103,778

資產淨值  138,476 132,58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 91,000 91,000
 儲備  47,476 41,580
   

  138,476 13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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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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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所運用之現金淨額 (1,501) 10,346

投資業務所運用之現金淨額 – (6)

融資之現金淨額 – –

銀行結存及現金之增加╱（减少） (1,501) 10,340

於一月一日之銀行結存及現金 61,499 49,396

於六月三十日之銀行結存及現金 59,998 5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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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賬目（「中期賬目」）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
（「會計實務準則」）第2.125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十八章所編製。本中期賬目應與二零一一年度賬目一並閱讀。

編製本中期賬目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乃於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度帳目時所採用者一致。

若於比較數字以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列賬方式。

2. 分部資料
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按業務分部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FA-90及其他 硫醇 合計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13,988 8,809 22,797
銷售成本 (11,019) (6,090) (17,109)
   

毛利 2,969 2,719 5,688
分銷成本   (959)
行政開支   (3,065)
財務費用   59
其它經營收入   4,561
   

除稅前溢利   6,284
稅項   388
   

純利   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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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稅項
自損益表支銷之稅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附註） 388 161 388 161
    

附註： 中國溢利繳交之稅項乃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中國大陸適用稅率撥備。

4.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5. 每股盈利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盈利分別為每股人民幣0.0073元及
0.0065元。

計算依據為總股本910,000,000股。

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44,503 19,548

其他應收款 5,799 85
  

 50,302 19,633
  

7.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612 692

其他應付款 16,634 7,779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 – 3,827
  

 17,246 1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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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本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法定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
 之普通股 910,000,000 91,000 910,000,000 91,000
    

於期末已發行及繳足 910,000,000 91,000 910,000,000 91,000
    

9. 資產抵押
無

10. 承擔
(a) 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支出 – 6

　－已授權未簽訂合約 – –

　－已簽合約未在報表中撥備的 – –
  

11. 結算日以後之事項
稅務

中國溢利繳交之稅項乃按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中國大陸適用稅率(15%)撥備。於有關期
間或各自的資產負債表日期概無重大未經撥備的遞延稅項。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派發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管理層業務檢討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營業額為人民幣2,280萬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17%。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利潤為人民幣
590萬元，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利潤持平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經營正常運轉，已撥
備的部分應收賬款收回，不但沖銷了一季度的虧損，還實現了扭虧為盈。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股東權益約達人民幣138,476,000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2,580,000元）；現金及人民幣結存約為人民幣
59,998,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1,499,000元）；流動資產約為人
民幣126,685,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1,083,000元）；流動負債
約為人民幣18,407,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305,000元）。

所有重大投資和重大附屬公司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正在運作一項關於收購在陝西境內
經營天然氣經銷業務的公司（該項目）。該項目目前正按計劃進行。尚無出售附屬
公司和經營公司計劃。

資本承擔

以載列於簡明中期業績附註10。

資本負債比率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以總貸款比對淨資產計算）為：
0％（二零一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

外匯風險

董事認為，由於本公司的收入及開支均全以人民幣結算及支付，因此本公司不會
面臨任何重大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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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發展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致力於FA－90和硫醇產品的銷售，銷售收入分
別為人民幣1,398.8萬元和880.9萬元。整個生產狀態正常，持續、穩定。鑒於公司現
有業務已無法滿足公司發展的要求，管理層正抓緊進行新業務領域的拓展，儘快
實現新的業務增長點，致力於公司在未來可持續增長業務。

其他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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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
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規定所述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
根據創業版上市規則第5.46條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內資股的權益（好倉）

   全部已發行 本公司全部已
   內資股中的持股 發行股本中的
姓名 身份 內資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股）

王聰（附註1）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609,500,000股內資股 89.63% 66.98%

鄭榮芳 實益擁有 2,000,000股內資股 0.29% 0.22%

郭秋寶 實益擁有 2,000,000股內資股 0.29% 0.22%

王峰 實益擁有 2,000,000股內資股 0.29% 0.22%

王政 實益擁有 2,000,000股內資股 0.29% 0.22%

曾應林 實益擁有 2,000,000股內資股 0.29% 0.22%

閻步強 實益擁有 2,000,000股內資股 0.29% 0.22%

附註：

1. 609,500,000股內資股由王聰實益擁有98%權益的西安西北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西北集團」）
所持有。王聰將被視作擁有該609,500,000股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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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股本衍生工具下董事及監事於相關股份的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董事或監事獲授
認購權認購本公司的股份。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披露及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或淡倉而需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節列入該所指之登記冊之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事、監事或
主要行政人員）如下：

於本公司內資股的權益（好倉）

主要股東

   全部已發行 本公司全部 
   內資股中的 已發行股本中的
姓名 身份 內資股數目 持股概約百分比 持股概約百分比 
  （股）

西北集團 實益擁有 609,500,000股 89.63% 66.98%

陝西精典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 58,500,000股 8.6% 6.43%

　（「精典投資」）

丁顯光（附註）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58,500,000股 8.6% 6.43%

張建明（附註）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58,500,000股 8.6% 6.43%

附註： 由丁顯光及張建明各自實益擁有精典投資40%的股本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2及3分部的規定，被視為各自擁有58,500,000股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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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及條件載於招股章程附
錄六購股權計劃一節。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司與JL INVESTMENT CAPITAL LIMITED（一
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簽訂了購股權協議，擬向該公司有條件配售
46,000,000股股份。該購股權計劃及公告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刊載於聯
交所網站。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四日，本公司與承授人訂立終止契據，據此，本公司與承授人無
條件且不可撤回地同意（其中包括）由即時起(i)購股權協議將予完全終止；(ii)本公
司及承授人並無亦不會向對方有購股權協議項下或因購股權協議所產生的任何方
式權利、申索或權益；及(iii)就本公司及承授人任何一方已經或可能於購股權協議
項下所具有或因購股權協議所產生針對對方的任何方式權利、申索或權益而言，
有關權利、申索或權益已謹此全面、不可撤回、無條件及完全地獲豁免、放棄及解
除。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根據該項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競爭權益

本公司各董事及各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
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六日成立審核委員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3條及
5.24條所載之規定，成立具有明確職權及職責範圍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
要職責是審閱本公司的年度報告及帳目、中期報告及季度報告，就審閱向董事會
提出有關建議及意見，以及監察本公司財務申報程序與內部監察制度。審核委員
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剛劍先生和陳濤先生及一名非執行董事高鵬先生組
成，並由李剛劍先生擔任主席。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



13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
規則附錄15所載有關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的偏離
例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隨著王政先生於二零零六年六月被撤除本公司總裁的職位後，王聰先生一直擔任
本公司主席兼總裁。董事會正物色合適人選，以出任總裁一職。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自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在創業板上市以來，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採納一套守則，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規定。本公司亦已向各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而據本公司所知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董事違反標
準守則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購回、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陝西西北新技術實業股份有限司

董事長
王聰

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安，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執行董事： 王聰先生、王峰先生、曾應林先生、楊小懷先生及田玲玲女士
非執行董事： 高鵬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剛劍先生、陳濤先生及趙伯祥先生

本公告將於創業板網址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刊登，由刊登日期起計為期最少
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