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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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之特色

GEM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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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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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
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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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發佈資料的主要方法為透過聯交所營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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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網頁，以取得GEM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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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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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全部責任，本公告乃根據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提供有
關陝西西北新技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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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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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要

•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實現營業額人民幣 724.17萬
元，較去年同期人民幣667.09萬元增長人民幣57.08萬元。

•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盈利人民幣140.8萬元，較去年
同期增長15.12%。

•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發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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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未經審核業績

陝西西北新技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交本公
司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經營業績，連同二零一八
年同期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2 7,241 6,671
銷售成本 2 (4,914) (4,504)  

 
（毛損）╱毛利 2,327 2,167
分銷成本 (321) (468)
行政開支 (781) (596)  

 
經營（虧損）溢利 1,225 1,103
財務費用 19 385  

其他收入  
除稅前（虧損）溢利 1,731 1,488
稅項 3 (323) (265)  

（虧損）╱盈利淨額 1,408 1,223  

每股盈利 4
人民幣

0.0011元
人民幣

0.00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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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編製本季度賬目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乃與編製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時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標準會計事務準
則第12號「入息稅」（經修訂）（「會計準則第12號（經修訂）」）除外。

實施會計準則第 12號（經修訂）之主要影響乃有關遞延稅項。於過往年度，在有關期間或
於各自之結算日日期概無任何重大未予撥備之遞延稅項。會計準則第12號（經修訂）規定
須採用結算日負債法，藉以將有關所有於財務報表內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與在計算應課
稅溢利時應採用之稅項基準（若干例外情況除外）間之暫時出現之差額所涉及之遞延稅項
確認入賬。採用會計準則第12號（經修訂）對目前或之前會計期間之業績概無重大影響。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列賬方式。

2. 分部資料

期內本公司之營業額及業績按業務分部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FA-90 硫醇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430 2,811 7,241
銷售成本 (3,158) (1,756) (4,914)   

毛利 1,272 1,055 2,327

分銷成本 (321)
行政開支 (781)
財務費用 19
其他經營收入 487 

除稅前溢利 1,731
稅項 (323) 

純利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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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FA-90 硫醇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068 2,603 6,671

銷售成本 (2,923) (1,581) (4,504)   

毛利 1,145 1,022 2,167

分銷成本 (468)

行政開支 (596)

財務費用 385

其他經營收入 – 

除稅前溢利 1,488

稅項 (265) 

純利 1,223 

3. 稅項

自損益表支銷之稅項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附註） 323 265  

附註： 就中國大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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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虧損）╱盈利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虧損）╱盈利淨額 1,408 1,223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05,000,000 1,147,000,000  

每股盈利 0.0011 0.0012  

由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度無潛在攤薄股份，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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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本

股份數目
註冊、
已發行
及繳足內資股 H股

  人民幣千元

每股面值人民幣0.1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816,000,000 331,000,000 1,147,000,000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974,000,000 331,000,000 1,305,000,000   

6. 資產抵押

銀行 貸款金額 抵押情況
 人民幣千元  

無 – – –   

7. 承擔

資本承擔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計）

已簽合約未在報表中撥備的物業、廠房
及設備資本支出 – –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發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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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業務檢討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計營業額為人民幣724.17
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8.6%。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計
盈利為人民幣 140.8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5.12%。

所持重大投資和重大附屬公司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無重大投資和收購及出售項目。

其他資料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於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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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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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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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內資股的權益（好倉）

姓名 身份 內資股數目

於同期
證券中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於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

股本中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股）

王聰（附註 1）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609,500,000 62.58% 46.71%

王峰 實益擁有人 2,000,000 0.205% 0.15%

曾應林 實益擁有人 2,000,000 0.205% 0.15%

鄭榮芳 實益擁有人 2,000,000 0.205% 0.15%

郭秋宝 實益擁有人 2,000,000 0.205% 0.15%

王政 實益擁有人 2,000,000 0.205% 0.15%

閻步強 實益擁有人 2,000,000 0.205% 0.15%

丁梅花 實益擁有人 76,280,000 7.83% 5.85%

張剛明 實益擁有人 81,720,000 8.39%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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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聰被視為擁有該609,500,000股內資股的權益。

董事及監事於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的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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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及主要股東的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而需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列入該條文所指登記冊之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
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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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內資股的權益（好倉）

主要股東

名稱╱姓名 身份 內資股數目

於同期
證券中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於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

股本中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股）

西北集團 實益擁有人 609,500,000 62.58% 46.71%

西安和悅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36,000,000 13.96% 10.42%

陝西精典投資
有限公司
（「精典投資」）

實益擁有人 58,500,000 6.0% 4.5%

丁顯光（附註）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58,500,000 6.0% 4.5%

張建明（附註）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58,500,000 6.0% 4.5%

附註： 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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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彼等被視為各自擁有58,500,000股內資股的權益。

於本公司H股的權益（好倉）

姓名 身份 H股數目

全部已發行
H股中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本公司
全部發行

股本中的持股
概約百分比

 
王禎 實益擁有人 55,000,000 16.6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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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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之招股章程附錄六「購股權計劃」一節。於截
止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無發行購股權計劃。

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及監事及其各自的連繫人士（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擁有任何
與本公司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GEM上市規則第5.28條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六日成立審核委員會，
並制定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剛劍先生為主席，趙伯祥先生和趙小寧女士為成員。

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政策及常規，亦負責檢討及討論有關
財務報告、內部監控及審核事宜以及履行董事會委託的其他職責及於每次就
上述事宜舉行會議後向董事會匯報其工作、會議結果及建議以及本集團面對
的營運風險。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的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一直遵守GEM
上市規則附錄 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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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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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自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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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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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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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董事長
王聰

中華人民共和國 •西安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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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先生、田玲玲女士

非執行董事：
史丹丹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剛劍先生、趙伯祥先生及趙小寧教授

本公告將於GEM網站「最新公司公告」一頁登載，自登載日期起計為期最少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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