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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GYE COPPER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興業銅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05）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布

興業銅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業
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 2,096,133 1,512,430
銷售成本 (1,878,803) (1,329,031)

毛利 217,330 183,399

其他經營收入 6 20,533 6,541
分銷費用 (11,959) (8,323)
行政費用 (25,749) (41,411)
其他經營開支 7 (3,349) (4,529)

經營活動業績 196,806 135,677
------------------ ------------------

財務收入 3,948 1,176
財務開支 (37,277) (21,301)

財務成本淨額 8 (33,329) (20,125)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3,477 115,552
所得稅 9 (12,632) (8,856)

年內溢利 150,845 106,696

應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50,845 106,696
少數股東權益 － －

年內溢利 150,845 106,696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息
－年內宣派的股息 10 134,436 85,879

－結算日之後建議的末期股息 39,218 30,68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11 0.33 0.24

經攤薄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11 0.33 不適用



2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7,897 478,708
預付租金 14,885 12,346

492,782 491,054
------------------ ------------------

流動資產
存貨 279,282 236,08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99,402 145,193
已抵押存款 19,710 128,7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7,927 37,688

826,321 547,724
------------------ ------------------

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526,411 527,515
衍生金融工具 946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139,268 167,437
應付所得稅 2,484 469

669,109 695,421
------------------ ------------------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157,212 (147,697)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49,994 343,357
------------------ ------------------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104,000 4,000
遞延稅項負債 8,013 6,783

112,013 10,783
------------------ ------------------

資產淨值 537,981 332,57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6,172 －
儲備 481,809 332,07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537,981 332,074

少數股東權益 － 500

權益總額 537,981 33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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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

1. 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九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
例，經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由於本集團為籌備本公司
股份（「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而進行重組（「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成為現組成本集團的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重組的詳細資料
載列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招股章程。股份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
市日期」）於聯交所上市。

2. 呈報及編製基準

本集團被視為於共同控制實體進行重組後之持續經營實體。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本公司
於兩個呈報年度以本集團為控股公司作基準而編製，並非以本公司經過重組成為本集
團的控股公司的日期而制定。據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或（如較
後）自彼等各自註冊成立日期或於共同控制權成立當日的業績，如現有集團架構於呈報
兩年期間一直存在。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綜合資產負債表乃按現有集團架構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生效的基準而編製。所有重
大公司間內部交易及結餘均於綜合時抵銷。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乃按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的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為基準而編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及相關解釋。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要求，以及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3.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多項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相關解釋，就本集團
於現有會計期間最先有效或供早期採納。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
無為實施於呈報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帶來重大變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均無對金融工具已確認金額的分類、確
認及計算有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於現有會計期間並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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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高精度銅板帶及提供加工服務。

已銷售貨品的銷售值按扣除退貨津貼及交易折扣後列賬，且未計入增值稅或其他銷售
稅。

年內各重要類別收入確認的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貨品 1,977,857 1,399,906
加工服務 118,276 112,524

2,096,133 1,512,430

5. 分部報告

分部資料以本集團的業務及地區分部呈報。主要呈報方式業務分部乃基於本集團的管
理及內部呈報架構編製。

基於業務分部呈報資料時，分部營業額乃根據貨品銷售及加工服務呈列。本集團的資
產及負債由兩個分部聯合使用，若分配將有爭議且不易理解，故並未提供任何分部資
產、負債及資本開支的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銷售貨品 1,977,857 1,399,906
加工服務 118,276 112,524

2,096,133 1,512,430

分部業績
銷售貨品 177,340 154,549
加工服務 39,990 28,850

217,330 183,399

未分配經營開支（扣除收入） (20,524) (47,722)

經營活動業績 196,806 135,677

財務成本淨額 (33,329) (20,125)
所得稅開支 (12,632) (8,856)

年內溢利 150,845 106,696

基於地區分部呈報資料時，分部營業額乃根據客戶所在的地域劃分呈列。本集團的資
產及負債幾乎全部位於中國，故並未提供任何分部資產、負債及資本開支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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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中國 1,659,077 1,153,105
海外 437,056 359,325

2,096,133 1,512,430

6.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貼 16,711 4,25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淨盈利 － 381
衍生金融工具盈利 655 －
其他 3,167 1,908

20,533 6,541

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期間，本集團分別獲授無條件的政府補貼人民幣16,711,000
元及人民幣4,252,000元。該等補貼乃為鼓勵本集團於業內的發展而授出。

7. 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捐贈 317 300
衍生金融工具虧損 － 1,012
水利基金 2,421 3,043
其他 611 174

3,349 4,529

8.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開支 36,308 19,261
銀行費用 969 1,100
匯兌虧損淨額 － 940

財務開支 37,277 21,301
------------------ ------------------

匯兌收益淨額 (2,127) －
利息收入 (1,821) (1,176)

財務收入 (3,948) (1,176)
------------------ ------------------

財務成本淨額 33,329 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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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

(i) 於綜合損益表的所得稅開支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開支
中國所得稅撥備 11,402 7,839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起始及撥回 1,230 1,017

12,632 8,856

(a)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法例，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島及英
屬處女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b)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概無應繳納香港利得稅的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本集團並無
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c) 中國所得稅撥備乃根據適用於位於中國附屬公司各自的企業所得稅稅率作
出，該等稅率乃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規則及法規釐定。本集團的主要營運附
屬公司寧波興業電子銅帶有限公司（「興業電子」）、寧波盛泰電子金屬材料有
限公司（「盛泰」）及鷹潭興泰銅材有限公司（「興泰銅材」）的適用稅率分別為
26.4%、26.4%及33%。

根據中國外商企業所得稅法規（「外商稅法」），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可享有免
稅期（「免稅期」），包括其首個業務獲利年度起兩年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
稅，並於其後三年須按適用所得稅之50%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由於二零零三年為興業電子首年錄得應課稅溢利，故興業電子可於二零零三
年及二零零四年獲豁免中國所得稅，以及於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獲適用
所得稅率50%減免。

由於二零零六年為盛泰首年錄得應課稅溢利，故盛泰可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
零七年獲豁免中國所得稅及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獲適用所得稅率50%
減免。

(d)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華
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根據新稅法，適用於本集團中國附
屬公司的所得稅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統一為25%。根據新稅法的過渡
性安排，盛泰將於外商稅法授出的免稅期結束前繼續享有現有的稅務豁免待
遇或減少適用所得稅之50%，及其後將須繳納25%的統一所得稅率。該新稅
率已用以計算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實施制定新稅法預期不會對綜合資產負債表中有關即期應課稅金額的應計金
額造成任何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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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按適用稅率計算之稅項開支及會計溢利之對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163,477 115,552

採用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適用稅率計算 12,725 6,410
稅率變動 553 201
不可扣減成本抵免毋須課稅收入 (646) 2,245

所得稅開支 12,632 8,856

10.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宣派及已付股息 134,436 85,879

結算日之後建議每股人民幣0.063元
的末期股息（二零零六年：不適用） 39,218 30,680

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分別宣派人民幣85,879,000元及人民幣134,436,000
元的股息予本公司重組前當時的股權持有人。

結算日之後建議的末期股息於結算日未被確認為負債。每股末期股息按股息宣派日已
發行的622,500,000普通股計算。

11. 基本及經攤薄每股盈利

(a) 基本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盈利是按照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150,845,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
幣106,696,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452,054,795股（二零零六年：
450,000,000股）計算。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二零零七年
股份數目

註冊成立發行的股份 1
重組發行的股份 9,999
資本化發行 449,990,000
為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股份的影響 2,054,795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加權平均普通股 452,054,795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指股份於聯交所
上市前的已發行股份450,000,000股，猶如該等股份於上述年度內已發行。



8

(b) 經攤薄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攤薄每股盈利是按照本公司股東應佔
溢利人民幣150,845,000元及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452,467,562股(經攤薄)計算。因截
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具攤薄效應之普通股存在，故二零零六
年度並無呈列經攤薄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經攤薄）計算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452,054,795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視作發行股份的影響 412,767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經攤薄） 452,467,562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218,477 78,690
非貿易應收賬款 17,375 23,131
預付款項 63,550 10,393
應收關連方款項 － 32,979

299,402 145,193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於一年內收回。

本集團向客戶授出零至九十天不等的信貸期，視乎客戶與本集團的關係及其信用與付
款記錄而定。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壞賬減值虧損）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217,077 76,760
三個月以上但不超過六個月 809 1,502
六個月以上但不超過一年 381 136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199 182
兩年以上 11 110

218,477 7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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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63,858 90,933
非貿易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75,410 76,504

139,268 167,437

本集團的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57,592 85,517
三個月以上但不超過六個月 5,805 3,358
六個月以上但不超過一年 2 338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147 1,254
兩年以上 312 466

63,858 90,933

業務回顧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本公司成功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並根
據全球發售配發及發行150,000,000股股份。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一日，超額配
股權獲行使，並據此配發及發行22,500,000股股份。經計及超額配股權後，上
市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為人民幣221.0百萬元。市場對我們全球發售的熱烈反應
反映市場對本集團的穩固基礎抱有信心。本公司上市為本集團奠定里程碑，並
推動本集團邁向國際資本市場，使我們具財務靈活性以爭取於銅加工行業的更
多發展機會。

行業地位

本集團產品作為核心及功能材料廣泛應用於（其中包括）電子設備、電子通訊設
備、汽車零部件、家用電器、建設及裝飾材料及附屬裝置。二零零七年中國經
濟持續穩定增長，銅板帶消耗量仍持續超過其供應量，而銅板帶的淨進口量為
205,00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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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於所示各期間中國銅板帶產量與消耗量的比較：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噸 噸

產量 945,000 882,000
消耗量 1,150,000 1,102,000

資料來源：《銅加工研究》二零零八年第4期，《銅加工研究》為北京安泰科信息開發有限公
司刊發的中國銅製造行業報告。北京安泰科信息開發有限公司為中國及世界其
他地區礦業及金屬行業信息供應商，其51%的權益為有色金屬技術經濟研究院
擁有。

下表顯示於所示各期間中國銅板帶的進出口量及淨進口量 :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噸 噸

進口量 244,000 270,000
出口量 39,000 50,000

淨進口量 205,000 220,000

資料來源：《銅加工研究》二零零八年第2期，《銅加工研究》為北京安泰科信息開發有限公
司刊發的中國銅製造行業報告。北京安泰科信息開發有限公司為中國及世界其
他地區礦業及金屬行業信息供應商，其51%的權益為有色金屬技術經濟研究院
擁有。

於二零零七年，本集團穩守其作為中國高精度銅板帶的領先製造商的地位，擁
有四個不同的高精度產品系列：錫磷青銅板帶、黃銅板帶、引線框架用銅帶及
鋅白銅板帶。根據北京安泰科信息開發有限公司刊發的《銅加工研究》二零零八
年第4期資料，以產量計，本集團為二零零七年中國高精度錫磷青銅板帶、高
精度引線框架用銅帶及高精度鋅白銅板帶的最大製造商。

於二零零七年，本集團的「三環」 商標獲評為「中國名牌產品」及「中國馳名商
標」稱號。該等榮譽證明本集團品牌及商標獲得公眾廣泛認同，並為客戶提供
產品質量保證，因此本集團的產品廣泛應用於電子器材、電信設備、汽車零部
件、輸電器材及變壓器等多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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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價波動

用於生產銅板帶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陰極銅及合金邊角料。這些材料可從國內及
海外市場採購。國內銅價走勢基本上與國際市場一致。於二零零七年，全球經
濟持續增長及美元持續疲弱令金屬商品市場維持看漲。

下表顯示於所示期間間陰極銅的平均價格 :

倫敦金屬 倫敦金屬
交易所 交易所 上海交易所 上海交易所

每月銅現貨 三個月期銅 每月銅現貨 三個月期銅
（美元／噸） （美元／噸）（人民幣／噸）（人民幣／噸）

二零零六年 6,721 6,637 62,170 61,617
二零零七年 7,117 7,087 62,211 62,056

資料來源：《銅加工研究》二零零八年第2期，《銅加工研究》為北京安泰科信息開發有限公
司刊發的中國銅製造行業報告。北京安泰科信息開發有限公司為中國及世界其
他地區礦業及金屬行業信息供應商，其51%的權益為有色金屬技術經濟研究院
擁有。

業務策略

本集團的目標為鞏固在中國及至全球的市場地位。本集團主要憑藉其市場領先
地位、規模經濟效益、先進科技設備、具競爭力的成本架構、廣泛的產品類別
及與知名品牌客戶的長期關係，得以提高其營運效率及表現。於二零零七年，
本集團繼續尋求業務持續增長的機會及增加本公司股東的價值。本集團為此專
注執行下列策略：

擴大產能

本集團將繼續擴大產能及市場佔有率，以進一步鞏固在中國的領先地位。其年
設計產能由二零零六年的54,000噸增加6,000噸至二零零七年的60,000噸。為了
進一步擴大產能，本集團將從上市所集資之款項淨額中，分別運用約人民幣
128.1百萬元及人民幣46.1百萬元透過資本投資於杭州灣設施及鷹潭設施。本集
團尤其計劃增加高精度銅板帶的產能，以進一步增加營運規模及達致更高的生
產效能，讓本集團可加強市場競爭優勢。此外，本集團計劃於杭州灣設施增加
高精度引線框架用銅帶、高精度錫磷青銅板帶及高精度鋅白銅板帶的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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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產品組合

本集團計劃於未來數年擴大本集團的產品組合，其中包括：高精度鈹銅板帶及
高精度紫銅板帶。

目前，中國消耗的大部分高精度鈹銅板帶全部從美國及日本進口。為把握良
機，本集團附屬公司興業電子已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與獨立第三方烏爾
賓斯基冶金廠訂立合資企業協議及註冊資本認購協議（統稱為「烏爾巴合資協
議」）註冊成立鷹潭烏爾巴興業金屬材料有限公司（「鷹潭烏爾巴」）。根據烏爾巴
合資協議，鷹潭烏爾巴的總投資及註冊資本將分別為12,000,000美元及6,200,000
美元。鷹潭烏爾巴將在鷹潭工業園區的一處土地上生產鈹銅板帶。根據本集團
的生產計劃，預計鷹潭烏爾巴將於二零零九年年底開始生產高精度鈹銅板帶，
至二零一一年年底的年產能將達到2,000噸。

此外，本集團計劃探索高精度紫銅板帶的商機。本集團計劃於二零零八年下半
年在本集團的杭州灣設施開始紫銅板帶的商業生產，到二零一一年年底的年產
能估計為22,000噸。

鞏固和擴大中國市場地位

本集團計劃借助其現有分銷商客戶網絡及其核心客戶的關係，以擴大本集團在
中國及海外的市場佔有率。本集團將與其分銷商客戶合作，擴大其銷售網絡並
爭取增加直接客戶。  本集團吸引新直接客戶之其中一項方式是將向彼等提供
更長的購買價支付期限，包括彼等可選擇與保險公司及銀行訂立貸款／擔保安
排的付款方式。

本集團相信與現有客戶的關係會促使本集團處於有利位置，隨著中國製造行業
的發展，讓本集團從國內對高精度銅板帶的需求中受惠。就新客戶而言，本集
團將爭取將分銷網絡以拓寬至新興發展地區，如渤海灣地區及華西地區，以把
握該等地區的製造業的增長機會。

提升科研能力及改進生產工序

本集團認為，研發及共同研製對本集團的成功至為關鍵。故此，本集團將持續
投資於研發及共同研製，生產技術更先進、高利潤及高增值的產品，如用於集
成電路應用產品的引線框架材料、防𣁾蝕鐵鋅銅板帶及高精度鈹銅板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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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改進產品質量及環境管理體系

本集團將透過實施更嚴格的質量控制程序及產品質量管理體系（如GB／T19001-
2000 idt ISO 9001:2000），持續改進本集團的產品質量，使本集團能夠生產出
檔次更高，高利潤的產品。本集團亦將在符合中國有關生產安全及環境保護的
所有相關法律及法規要求的環境管理體系下進行經營，這將使本集團避免負上
有關環境事項的法律責任，並且更快地適應更嚴格的監管規定。二零零七年三
月，本集團已通過並取得寧波市經濟委員會及寧波市環境保護局的清潔生產審
核驗收合格通知。

探索收購商機

本集團所從事行業經營較為分散，故中國政府鼓勵該行業的整合。產能無法達
到所需量化生產的眾多小型生產商可能會因競爭力日益下降而被迫關閉。該等
小型生產商可能成為主要生產商的潛在收購對象。儘管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
尚未確認任何具體目標，然而作為業內領先的生產商，本集團擬有選擇地策劃
及物色收購機會，藉此增加新的產品系列或新客戶，以補充或擴大本集團的現
有業務。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破記錄的營業額達人民幣
2,096.1百萬元，較去年增加38.6%。

營業額增加是由於： (i) 產能提升使本集團得以向現有客戶增加銷售及擴大本
集團的客戶基礎，以滿足對本集團產品不斷增長的需求。銷量由去年的40,344
噸，增至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51,889噸；(ii)由於銅的市價
上升，令每噸產品的平均售價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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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載本集團於各所示期間的銷量與其佔總銷量的比例，以及營業額金額與
其佔總營業額的百分比（包括各產品、加工服務費及其他營業額來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產品／服務 銷量 銷售額 銷量 銷售額
（噸） %（人民幣千元） % （噸） %（人民幣千元） %

產品：
高精度錫磷青銅板帶 14,331 27.6 882,984 42.1 11,480 28.5 641,106 42.4

高精度黃銅板帶 8,144 15.7 405,807 19.4 6,205 15.4 295,709 19.6

高精度引線框架用銅帶 5,957 11.5 361,907 17.3 3,968 9.8 248,653 16.4

高精度鋅白銅板帶 2,833 5.5 276,026 13.2 2,018 5.0 160,627 10.6

小計 31,265 60.3 1,926,724 92.0 23,671 58.7 1,346,095 89.0
----------- ------- ----------- ------- ----------- ------- ----------- -------

加工服務：
高精度錫磷青銅板帶 6,501 12.5 31,798 1.5 6,086 15.1 39,340 2.6

高精度黃銅板帶 7,348 14.2 29,075 1.4 5,749 14.2 27,276 1.8

高精度引線框架用銅帶 6,325 12.2 47,510 2.3 4,374 10.8 34,698 2.3

高精度鋅白銅板帶 450 0.8 9,893 0.4 464 1.2 11,210 0.7

小計 20,624 39.7 118,276 5.6 16,673 41.3 112,524 7.4
----------- ------- ----------- ------- ----------- ------- ----------- -------

其他（附註） 不適用 － 51,133 2.4 不適用 － 53,811 3.6

總計 51,889 100.0 2,096,133 100.0 40,344 100.0 1,512,430 100.0

附註： 銷售於生產活動過程中產生之銅灰、氧化鋅及爐渣，以及少量仍處於試銷或市場開
發階段的高精度紫銅板帶。

不適用代表該類別的銷售使用不同計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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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載本集團於各所示期間按地理位置分類的銷量與其佔總銷量的比例，以
及營業額金額與其佔總營業額的百分比：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銷量 銷售額 銷量 銷售額
產品／服務 （噸） % （人民幣千元） % （噸） % （人民幣千元） %

中國國內銷售額 44,823 86.4 1,659,077 79.1 34,063 84.4 1,153,105 76.2

海外銷售額 7,066 13.6 437,056 20.9 6,281 15.6 359,325 23.8

總計 51,889 100.0 2,096,133 100.0 40,344 100.0 1,512,430 100.0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1,878.8
百萬元，較去年的人民幣1,329.0百萬元增加約41.4%，主要是由於產品銷售量
增加，以及因銅價上升令每噸採購成本增加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零六年的人民幣183.4百萬元，增加18.5%至二零零七年的
人民幣217.3百萬元。毛利率由二零零六年的12.1%跌至二零零七年的10.4%，主
要由於原材料成本上升所致。

其他經營收入

本集團年內的其他經營收入約為人民幣20.5百萬元，較去年的人民幣6.5百萬元
增加約213.9%。

增加主要是鼓勵本集團在業內發展的政府補助增加人民幣12.5百萬元。於回顧
期內，本集團位於鷹潭的附屬公司收到人民幣8.6百萬元，以鼓勵本集團於當地
投資。

分銷費用

本集團年內的分銷費用約為人民幣12.0百萬元，較對上期間的人民幣8.3百萬元
增加約43.7%。有關增加主要是由於期內銷售及交付的產品數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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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費用

本集團年內的行政費用約為人民幣25.7百萬元，較對上期間的人民幣41.4百萬
元減少約37.8%。減少主要是由於員工成本下跌，原因是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
向僱員支付一次性的員工福利人民幣24.3百萬元，以表彰彼等過去對本集團一
直的支持及貢獻。扣除該一次性付款，行政費用增加約人民幣8.6百萬，跟本集
團期內的業務增長同步，而因購置辦公室設備導致折舊費用增加，另員工數目
亦有所上升。

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年內的其他經營開支約為人民幣3.3百萬元，較對上期間的人民幣4.5百
萬元減少約26.1%。減少主要是由於銅期貨合約相關的對沖活動的虧損減少（二
零零七年：收益人民幣0.7百萬元，二零零六年：虧損人民幣1.0百萬元）。

財務成本淨額

本集團年內的財務成本淨額約為人民幣33.3百萬元，較對上期間的人民幣20.1
百萬元增加約65.6%。增加主要是由於利息開支增加，此乃跟本集團的平均銀
行借貸的增加同步（由二零零六年的人民幣475.4百萬元增加至二零零七年的人
民幣580.9百萬元）。利率於二零零六年介乎每年5.58厘至7.2厘，二零零七年則
介乎每年5.69厘至8.22厘。

稅項

在二零零七年，本集團的實際稅率約為7.73% 與二零零六年的實際稅率7.66%
相約。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
幣150.8百萬元，較對上期間的人民幣106.7百萬元增加約41.4%。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純利率約為7.2%，較二零零六年約
7.1%增加約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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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現金及資本資源

現金流量

下列現金淨額流入／（流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38,108 17,711
投資活動使用現金淨額 (30,457) (22,909)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82,588 21,54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90,239 16,350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7,688 21,338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7,927 37,688

經營活動

本集團的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反映(i)就非現金項目經調整年內溢利，如折舊及
攤銷、財務成本淨額及所得稅開支；(ii)營運資金變動影響，如增加或減少存
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iii)利息及企業所得稅款
項。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由二零零六年年度的人民幣17.7百萬元增加至二零零七
年的人民幣38.1百萬元。此增長主要由於經營溢利的增加，部分由存貨及貿易
及其他應收賬款增加及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減少抵銷。

投資活動

本集團的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主要包括已收利息。本集團的投資活動產生
的現金流出主要包括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款項及預付租金款項（即土地使
用權）。

投資活動使用現金流量淨額由二零零六年的人民幣22.9百萬元增加至二零零七
年的人民幣30.5百萬元，主要歸因於資本開支的增加。

融資活動

本集團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主要包括銀行借款所得款項、發行股份所得款
項及減少抵押存款。本集團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主要包括償還銀行借款及
支付股東股息。

融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由二零零六年的人民幣21.5百萬元增加至二零零七年
的人民幣182.6百萬元，主要歸因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在聯交所成功上
市而資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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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未償還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約為人民幣
630.4百萬元，其中約人民幣526.4百萬元須於一年內償還，而約人民幣100.0百
萬元須於一年後及兩年內償還，約人民幣4.0百萬元須於兩年後償還。於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率為47.8%（二零零六年：51.2%），計算方式
為總借貸除以總資產。

資本開支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投資人民幣31.3百萬元於購
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此等資本開支全數通過內部資源提供資金。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授權但未訂約及已訂約但未撥備之未
來資本開支分別約人民幣221.0百萬元及人民幣0.3百萬元。

發行新股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市所得款項淨額中約人民幣190.1百萬元已存
作銀行存款，並將按照本公司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招股章程內「所得款
項用途」一節所述方式使用。

市場風險

本集團須承受各類市場風險，包括銅價與其他商品價格的波動，以及利率與匯
率的變化。

商品價格風險

本集團承受原材料價格波動的風險。陰極銅、合金邊角料、鋅、錫、鎳及其他
金屬為生產本集團產品所使用的主要原材料。本集團按市價購入該等物料。此
外，本集團的所有產品均按市價出售，有關價格可能出現波動且不受本集團控
制。因此，本集團原材料的價格波動可能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構成負面影
響。

本集團利用其交易於上海期貨交易所的遠期合約以對沖銅價波動。截至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於期貨合約錄得人民幣0.7百萬元收益（二
零零六年：虧損人民幣1.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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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除短期存款外，本集團並無重大計息資產。因此，本集團的收入及經營現金流
量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市場利率的影響。本集團面對的利率變動市場風險主要與
銀行借貸的利率波動有關。本集團承擔的債務乃用於一般公司用途，包括資本
開支及營運資金需要。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為計息貸款，可由貸款方根據中國人
民銀行（「人民銀行」）有關規例的變動作出調整。如人民銀行提高利率，本集團
的財務費用將會增加。利率波動將影響本集團新增負債的成本。本集團並未訂
立任何利息掉期安排以對沖利率風險。

外幣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的出口銷售及若干原材料購買均以外匯計算（主要為美元）。因此，匯率
波動可能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外匯合約，
以對沖外幣匯率風險。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人民幣2.1 百萬元的外匯
收益（二零零六年：虧損人民幣0.9百萬元）。

前景

於二零零七年，儘管受到宏觀調控及結構性調整影響，但銅業的發展受惠自國
內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由於國內銅消耗量仍需大量進口，中國仍保持為全球
最大的銅消費者，國內銅消耗量仍然活躍。銅作為重要的原材料，其價格與全
球經濟及中國宏觀經濟等變動具有密切牽連關係。  西方經濟發展持續隱定增
長及中國經濟平穩增長下對銅市場產生重大影響，此影響有利於我們的業務發
展。作為中國高精度銅板帶的領先製造商之一，本集團能充分利用我們穩定增
長業務模式及具競爭力的成本結構之優勢，繼續爭取全球銅市場的市場所佔份
額。我們的綜合型產品組合令本集團進一步擴闊客戶基礎和拓展新市場。

於二零零七年中國國內銅板帶的消耗量較國內產量高出205,000噸，而銅板帶的
淨進口量為205,000噸。隨著中國電子設備、電信及汽車行業的發展，預期對高
精度銅板帶的需求將會很大。據此，本集團相信高精度銅板帶市場極具發展潛
力，且預期中國對高精度銅板帶的整體需求及我們各類產品的需求將於未來數
年持續強勁。

我們卓越的營運表現令本集團處於優越位置作出投資以部署未來盈利增長。本
集團將繼續集中推動其核心策略以擴展其市場地位，同時透過我們成功穩定的
業務模式，保持其具競爭力的成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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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此，本公司將持續專注於以下方面：(i)擴大產能；(ii)擴大產品組合；(iii)
鞏固及擴大中國市場地位； (iv) 提升科研能力及改進生產工序； (v) 改進產品
質量及環境管理體系；以及(vi)探索收購商機。

僱員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971名僱員。薪酬政策定期檢閱以
確保提供具競爭性之受聘條款予員工。僱員福利則包括薪金、退休金、醫療保
險計劃及其他適用社會保險，而晉升及薪酬調整則按照表現而釐定。本集團的
業務增長取決於僱員的技能及貢獻。本集團肯定人力資源於本集團所處競爭激
烈的行業中的重要性，故在僱員培訓方面投放資源，並為僱員設計年度培訓計
劃，務求使新僱員可充分掌握履行職責所需的基本技術，及現有僱員可提升及
改善其生產技能。

建議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0.07港元（相
等於約人民幣0.063元），預期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或前後派發，惟須待股東
於應屆周年股東大會上批准。股息將派發予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名列公司
股東登記冊之股東。採納的匯率為宣派股息五日前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平均收
市匯率。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起至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止期間內（包
括首尾兩天）暫停股份過戶登記，在該期間內亦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股東如欲符合資格收取建議末期股息，以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大會上
投票，必須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把所有有關之股
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之股票一併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方為有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於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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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守則作為董事的證券交易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本公司董事
（「董事」）作出查詢，全體董事亦已確認彼等一直遵守載於標準守則所規定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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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冶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上市日期起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冶常規守則。本公司採納企業管冶常規守則的報告，連同
其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年報。

審核委員會作出的審核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崔鳴先生、謝水生先生及
李力女士，並已審核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就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項，包括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慣
例及原則作出討論。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所公開獲得的資料以及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
根據上市規則一直維持足夠的公眾持股量。

在聯交所網頁公布業績

載有根據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的本公司年報，將在適當時間送予本公司股
東 及 刊 登 在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 . com.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xingyecopper.com)。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在中國
浙江省寧波市慈溪市杭州灣開發區金溪路2-9號舉行。股東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
候發送給股東。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就股東、地方政府、我們的客戶、供貨商及銀行的
鼎力支持，我們的管理團隊及員工於年內的努力、忠誠及貢獻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胡長源
主席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七日

執行董事：胡長源、陳建華、王建立和馬萬軍；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崔鳴、謝
水生和李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