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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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o Group Ltd.
新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註冊編號198902648H）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048
新加坡股份代號：MR8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207,839 217,977
銷售成本 (198,796) (184,979)

毛利（附註） 9,043 32,998

其他經營收入 6 2,457 1,588
分銷及銷售成本（附註） 7 (5,603) (25,935)
行政開支 (3,032) (1,940)
其他經營開支 598 (11)
融資成本 8 (464) (60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9 (70)

經營溢利 9 3,008 6,030
所得稅 10 (203) (566)

本期間溢利 2,805 5,464

附註： 由於國際貿易業務之交易條款變更，運費由供應商支付。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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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713 5,425
非控制性權益 92 39

2,805 5,464

美仙 美仙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11 0.4 0.9

　－攤薄 11 0.4 0.9

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溢利 2,805 5,464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本集團海外業務
　產生的匯兌差額 141 2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已扣除稅項 141 2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946 5,466

全面收益總額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841 5,427
非控制性權益 105 39

2,946 5,466

有關期間應付股息及建議支付股息的詳情披露於財務報表附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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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根據經營租賃
　　　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1,148 1,135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7,650 6,490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473 464

9,271 8,089

流動資產
存貨 17,286 26,52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63,513 24,680
可收回稅項 12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896 32,012

111,707 83,220

總資產 120,978 91,309

權益及負債
股本 32,239 32,239
儲備 28,260 27,93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 60,499 60,178
非控制性權益 1,187 1,098

總權益 61,686 61,276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181 179

181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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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39,441 14,523
借貸 15 18,052 13,905
遞延收益 4 4
應付稅項 1,614 1,422

59,111 29,854

總負債 59,292 30,033

總權益及負債 120,978 91,309

淨流動資產 52,596 53,36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1,867 61,455

淨資產 61,686 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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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有限責任公司，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根據新加波公司法在新加坡成
立，並於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二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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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零五年十月
二十八日根據新加坡高等法院的法令本公司被列作司法管理，並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完
成反向收購解除司法管理後，自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一日起恢復「交易」地位。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20 Harbour Drive #05–01 PSA Vista, Singapore 117612。本集團
總辦事處及主要經營地點為香港干諾道中168號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11樓1109–11室。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國際及國內貿易及分銷鋼材及其原材料。

2. 編製基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34條「中期財務報告」及適用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16的披露規定及香港公司條例而編製。

除財務報表附註3披露之新增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標準（「國際財務報告標準」）（包括國
際財務報告標準、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外，本財務報表乃根據截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
日止年度財務報表同一會計準則編製。

本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披露之全部資料，並應連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四
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本財務報表以美元（「美元」）呈列，亦為本集團功能貨幣，除另有指明外，最接近於千美
元（「千美元」）。

除衍生金融工具按其公平值計算外，該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3. 採納新增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採納所有與本集團業務有關及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一日起開始的會計期間
生效的新增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下述情況外，採納此等新增及經修訂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不會令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本期間與過往期間呈報的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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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分類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呈列財務報表」，一個實體須於以下情況把負債分類為流動負
債：(i)其預期於正常營運周期清償該負債；(ii)其持有該負債主要用作業務經營；(iii)該負
債在報告期後十二個月內須清償；或(iv)其並無一項無條件權力將該負債延遲至報告期後
最少十二個月。倘一個負債之條款（在對方選擇下）可致使透過發行股本工具方式清償，
亦不影響其分類。一個實體須將所有其他負債分類為非流動負債。就有關獲授的按揭貸款
條款，將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可屬適當。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呈列財務報表」規定須追溯
應用。可比較資料已予重列以反映此變動。採用披露限定的會計政策變動的影響為於綜合
財務狀況報表對若干借款由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如下：

二零一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五月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負債增加 2,421 2,600 –
非流動負債減少 (2,421) (2,600) –

– – –

會計政策變更不會影響本集團財務業績及信用狀況。本公司明白由於變更，將對往期按揭
貸款進行與當前貸款類似的重新分類。然而，該等按揭貸款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前償
還。除上述財務狀況概要以外，上一年度並無調整要求。

本集團並未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
該等新增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惟暫未能說明該等新增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是否會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4. 收益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鋼材銷售 204,415 217,977
煤炭銷售 3,424 –

207,839 217,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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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i) 業務分部

本集團有四個可報告分部如下：

原材料

－ 材料分銷及銷售，例如鐵礦石、球團、廢鐵及生鐵及煤炭。

半成品

－ 鋼材分銷及銷售，例如鋼坯及板坯，用作生產螺紋鋼、綫材、熱軋板及熱軋卷。

製成品

－ 長形產品分銷及銷售，例如螺紋鋼、綫材、管材、型鋼、角鋼及槽鋼產品，以
及扁平產品如熱軋板及熱軋卷、冷軋卷及冷軋薄板。

其他

－ 特殊及塗層產品分銷及銷售，例如鍍鋅鋼卷、預塗鍍鋅鋼卷及馬口鐵。

並無合理基準可分配其他收入及行政、若干分銷及銷售費用至不同分部，因此該等
項目已分別披露作未分配收入及未分配成本。

本集團資產在不同分部之間互為使用，並無合理基準可分配本集團負債至不同分
部。因此，本集團資本開支、資產及負債乃於分部報告披露為未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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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原材料 半成品 製成品 其他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124,329 21,154 60,094 2,262 207,839

分部業績 3,732 (715) 2,385 99 5,501

未分配收入 2,457
未分配成本 (4,495)
融資成本 (464)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9

經營溢利 3,008
所得稅 (203)

財務期間純利 2,805

資產及負債
　未分配資產 120,505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473

總資產 120,978

未分配負債 59,292

總負債 59,292

其他分部項目
　資本開支 1,270
　折舊及攤銷 132
　非現金項目，不包
　　括折舊及攤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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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原材料 半成品 製成品 其他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142,642 17,513 57,822 – 217,977

分部業績 7,309 107 1,892 – 9,308

未分配收入 1,588
未分配成本 (4,196)
融資成本 (60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70)

經營溢利 6,030
所得稅 (566)

財務期間純利 5,464

資產及負債
　未分配資產 65,067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446

總資產 65,513

未分配負債 21,913

總負債 21,913

其他分部項目
　資本開支 393
　折舊 49
　非現金項目，
　　不包括折舊 (4)



10

(ii) 地區資料

按地區分部劃分的營業額以客戶所在地為依據而不論貨物生產的地方在何處。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4個主要地理區域。下表分析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分析的銷售額而不
論貨物及服務原產地在何處。

按地區市場劃分的銷售收益：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北亞（附註i） 154,653 161,389
東南亞（附註ii） 47,540 56,588
印度及中東（附註iii） 3,383 –
其他（附註iv） 2,263 –

207,839 217,977

按地區市場劃分的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北亞（附註i） 8,778 7,601
東南亞（附註ii） 17 21
印度及中東（附註iii） 3 3
其他（附註iv） – –

8,798 7,625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473 464

9,271 8,089

附註：

(i) 包括香港、澳門、中國及台灣等。

(ii) 包括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印尼及越南等。

(iii) 包括印度。

(iv) 包括哥斯達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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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遞延收入攤銷 2 –
來自供應商及一名客戶的賠償 2,224 1,120
合併時產生的負商譽 3 –
政府撥款及補助 10 –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值收益 – 4
租金收入 18 –
所收取服務費 – 29
其他收入 12 417
運輸收入 180 4

2,449 1,574

財務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8 14

總額 2,457 1,588

7. 分銷及銷售支出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賠償費 – 104
信用保險 – 10
截關費 – 4
分銷代理費 669 5,086
運費 2,874 18,603
運輸保險 91 87
進╱出口申請 4 2
檢查費 104 73
L/C代理費 108 – 
港口處理費 403 1,355
海運處理費 603 487
存儲費 8 –
運輸費 409 97
倉庫費 330 27

5,603 2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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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融資成本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手續費 183 341
銀行貸款利息 281 259

464 600

9.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列張：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120 49
分銷代理費用 669 5,086
運費 2,874 18,60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2 –
確認為銷售成本開支的重大成本 198,796 184,979
匯兌收益淨額 (589) (49)
出售衍生金融工具的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9) 60
經營租賃支出 12 –
租金開支 54 4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845 1,039

10. 所得稅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香港所得稅
　期間撥備 36 551

即期稅項－海外稅
　期間撥備 167 10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5

167 15

203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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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有關期間的本集團溢利除以法定母公司
由二零零八年起向法定附屬公司擁有人發行的普通股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期後變動之數
目計算。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713 5,425

普通股數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千股 千股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83,220 604,831

12. 股息

屬於中期之股息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的宣派及支付之中期股息（免稅） – –

就過往財政年度批准並於期內已繳的末期股息
　（免稅）為每股0.50新加坡仙
　（二零零九年：0.50新加坡仙） 2,520 2,091

2,520 2,091

董事已宣佈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份1.0新加
坡仙，將支付予於截止過戶日期（將於稍後日期公佈）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之股東。股息單預期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相應報告日期後建議的中期股息並未於相應報告日期確認為負債，但其將作為截至二零一
一年四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保留盈利分派計入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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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3,382 3,877
貿易及應收票據 50,324 10,006

53,706 13,883

按金 34 32
暫時性付款 127 289
預付款 1,562 810
其他應收款項 4,005 3,934
應收下列各方的非貿易結餘
　－聯營公司 1,850 2,019
　－少數股東 – 1,156
應收下列各方的貿易結餘
　－關連公司 2,229 2,557

9,807 10,797

63,513 24,680

應收聯營公司及一名少數股東的款項乃無抵押、不計息並按要求償還。

貿易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47,666 8,114

逾期少於1個月 2,455 1,461
逾期1至3個月 203 289
逾期3至12個月 – 142
逾期逾12個月 – –

逾期款項 2,658 1,892

50,324 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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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通過信用證進行結算，並預付大多數國際貿易及中國國內貿易及分銷。除此以外，
本集團之信貸條款政策為給予在香港的國內貿易及分銷的顧客一般於交貨日期後30日結
算。

於報告日期，本集團並無重大已過期但未減值的貿易及應收票據結餘。本公司董事認為由
於就該等貿易及應收票據並無近期嚴重拖欠記錄，故無須就貿易及應收票據作出進一步減
值撥備。未逾期亦未減值之貿易及應收票據乃源自與本集團有良好過往記錄的獨立客戶。
通常，本集團就該等款項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保證。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貿易及應收票據總額為45,286,269美元（未經審計）（二零一
零年四月三十日（經審核）：2,424,684美元）已抵押作為授予本集團之銀行信貸之擔保。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及應付票據 36,211 11,919

已收的銷售按金 181 436
應計經營開支 639 674
其他應付款項 86 123
應付下列各方的非貿易結餘
　－董事 – 738
　－少數股東 402 402
應付下列各方的貿易結餘
　－少數股東 314 201
　－關連公司 1,608 30

3,230 2,604

39,441 14,523

應付董事及少數股東的款項乃無抵押、不計息並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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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3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 36,123 11,710
於3個月後但於6個月內到期 – 163
於6個月後但於1年內到期 42 –
於1年後到期 46 46

36,211 11,919

15. 借貸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重列）

有抵押
銀行貸款 9,480 983
存貨貸款 2,668 4,700
按揭貸款 2,783 2,962
信託收據貸款 3,121 5,260

18,052 13,905

按揭貸款由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載於中期業績公告附註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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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乃按以下方式抵押：

(i) 將本集團的租賃土地及樓宇合法抵押；

(ii) 將本集團定期存款及若干銀行現金合法抵押；

(iii) 抵押相關財務交易的資產（貨物及相關所得款項）;

(iv) （倘適用）附屬公司的公司交叉擔保；及

(v) 本公司的公司擔保。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的按揭貸款（經審核）按月分成相等的96期，每期32,417美元，
須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始償還。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按揭貸款（未經審
核）按月分成相等的90期，每期32,587美元，須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開始償還。於
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的銀行貸款（經審核）須於提取日起167日內償還。於二零一零年十
月三十一日的銀行貸款（未經審核）須於提取日起90日內及177日內償還。於二零一零年四
月三十日（經審核）及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的存貨貸款須分別於開始日期
起90日內及150日內償還。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經審核）及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的信託收據貸款須分別於授出日期起90日內及120日內償還。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結算日，加權平均利率如下：

銀行貸款 3.50 4.62
存貨貸款 2.91 2.82
按揭貸款 1.11 0.98
信託收據貸款 2.55 2.31

16. 比較資料

由於上述附註3中所載之會計政策變更，致使某些比較資料須重新呈列，以同本期報告內
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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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已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新加
坡仙。中期股息將派付予於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股東，有關
日期將於稍後公佈。股息單預期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業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收
益由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
218,000,000美元下跌約4.7%至約207,800,000美元。本集團銷售鋼材總噸位自二零
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1,676,000噸下跌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893,500
噸。尤其來自國際貿易的收益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208,800,000美元下
跌約14.4%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178,800,000美元，來自在香港進行的
國內貿易及分銷的收益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約6,000,000美元增加至於
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約26,600,000美元。來自在中國進行的國內貿易及
分銷的收益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約3,200,000美元下跌約23%至於二零
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約2,400,000美元，而來自已包含在國際貿易內的煤碳貿
易的收益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為約3,400,000美元。

本集團於期間收益減少乃主要因製成品及原材料國際貿易減少所致。中國政府採
取措施冷卻經濟，尤其對物業市場，進而影響鋼材行業，因而大大減少鐵礦石的
需求，導致收益減少。然而，鐵礦石需求減少因鐵礦石價格上漲及其他鋼材如國
內貿易及分銷及煤碳貿易而抵銷。

原材料銷售依然是本集團的主要收益，佔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
及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總收益分別為約59.8%及65.4%。二零一一年財政
年度上半年來自原材料貿易的收益為約124,300,000美元，較二零一零年財政年
度上半年約142,600,000美元下跌約12.8%。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
間處理約758,500噸原材料，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約50.4%。來自製成品貿易的
收入佔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及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總收
益分別為約28.9%及26.5%。來自製成品貿易的收益從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
年約57,800,000美元增長到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60,100,000美元。以噸
數計，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及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分別
處理約97,600噸製成品及110,400噸製成品，較去年同期下跌11.6%。二零一一年
財政年度上半年半成品貿易約21,100,000美元，較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
17,600,000美元有所增長。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及二零一零年財



19

政年度上半年所處理的半成品分別為約35,700噸及36,800噸。本集團於二零一一
年財政年度上半年來自特殊產品的收益為約2,300,000美元，而於二零一零年財政
年度上半年沒有來自該產品的收益。以噸數計，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
半年銷售特殊產品約為1,700噸。

就區域而言，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及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北亞
及東南亞乃本集團的主要市場。在北亞及東南亞的銷售佔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財
政年度上半年收益分別為約74.4%及22.9%，及於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分別
為約74.0%及26.0%。在東南亞的銷售從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56,600,000
美元下跌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47,500,000美元。在北亞的銷售從二零
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161,400,000美元下跌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
154,700,000美元。

毛利

毛利從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33,000,000美元下降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
上半年約9,000,000美元，相應地，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15.1%下跌至二零一一年
財政年度上半年約4.4%。毛利率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減少，主要因為國
際貿易中交易條款變更所致，藉此，運費由供應商而非本集團支付。這亦為分銷
及銷售支出減少的主要原因。

其他經營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從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1,60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財
政年度上半年約2,500,000美元。收入增加主要因為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
錄得來自交易合約的索賠及香港國內貿易及分銷的運輸收入。本集團於二零一零
年八月與違約供應商訂立支付協議並收取約1,700,000美元作為爭議的最終和解。
於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錄得賠償收入約1,100,000美元。

分銷及銷售開支

本集團的分銷及銷售開支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約25,900,000美元減少
78.4%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約5,600,000美元。分銷及銷售開支減少乃
主要由於國際貿易中交易條款變更，導致出口運費、分銷代理費及港口裝卸費下
跌所致，而該等變動相應使毛利有所改變。運費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
18,600,000美元下跌約84.6%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約2,900,000美元。於
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分銷代理費及港口裝卸費相比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
上半年分別下跌約86.9%及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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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從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1,90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
度上半年約3,000,000美元。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薪酬及相關費用為約
1,800,000美元，而於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為1,000,000美元。增加主要是因
為在當前報告期內支付給員工的酌情花紅。增加是因為香港國內貿易及分銷間接
成本增加及錄得較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更多的折舊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600,000美元下跌約22.7%至二
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500,000美元。下跌乃由於銀行費用由二零一零年財政
年度上半年的約300,000美元下跌46.3%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約200,000
美元。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收益9,000美元，乃因地區貿易及分銷單
位獲得溢利所致。

所得稅

所得稅從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約566,000美元下降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
半年約203,000美元，跌幅為約64.1%，主要由於經營溢利減少所致。

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回顧

存貨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所持存貨約17,300,000美元；約16,000,000美元的存
貨乃持作用於香港國內貿易及分銷，而餘下約1,300,000美元存貨則持作用於中
國國內貿易及分銷。相對而言，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約24,500,000美元及
2,000,000美元的存貨分別持作用於香港國內貿易及分銷，及中國國內貿易及分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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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款項

應收款項由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約24,700,000美元增加至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三
十一日約63,500,000美元，主要由於新加坡國際貿易於接近二零一零年十月底恢
復。

借款

總數中約15,300,000美元已用作為國內貿易及分銷的存貨提供資金。餘下約
2,800,000美元用於購買辦公室單位。

應付款項

應付款項由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約14,50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
一日約39,400,000美元，此乃由於本集團於接近二零一零年十月底訂立部分國際
貿易採購交易所致，與應收款項增加情況一致。

未來前景

國家統計局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刊發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增長於二零一零年第三
季放緩，僅錄得約9.6%增長，而上一個季度則錄得約10.3%增長。

經濟放緩乃由於中國政府為使經濟降溫而採取措施（特別是物業市場）之影響。根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二零一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預測將仍溫和增長約
10.5%，高於二零一零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預測約4.5%。

根據世界鋼鐵協會，於二零一零年首十個月，全球粗鋼生產約1,165,000,000
噸。全球粗鋼生產於二零一零年首十個月的總產量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約
17.5%，高於二零零八年同期約2.4%。於二零一零年首十個月，中國粗鋼生產約
525,100,000噸，高於二零零九年同期約10.7%。二零一零年十月與二零零九年十
月按年比較，中國粗鋼生產下跌約3.8%。

國際與國內鋼材貿易

中國政府已採取如對鋼鐵生產商實施電力控制，並施加物業限制等措施，影響中
國鋼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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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彭博的資料，中國鐵礦石進口由二零一零年二月約49,400,000噸跳升至二零
一零年三月約59,000,000噸，但需求卻於接近今年下半年開始放緩。根據中國鋼
鐵協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鐵礦石進口總額自今年五月約51,900,000噸下跌至
約47,200,000噸。

本集團認為，一旦中國鋼廠存貨水平下降，以及重新開始加快產能時，未來六個
月的鐵礦石需求將回復增長。

根據世界鋼鐵協會，於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二零一零年八月期間，中國鋼鐵消耗量
增加約9.2%，但預期增長速度於二零一零年餘下期間將大幅放緩，此乃由於中國
政府持續冷卻經濟，及目前持續對鋼材業實施生產控制政策所致。中國鋼鐵消耗
量增長或會於二零一一年進一步下跌，理由是物業市場轉淡及刺激政策逐步退卻。

本集團相信，由於人民幣升值及歐洲及東南亞需求大幅下跌，中國鋼鐵出口於二
零一零年第四季將出現下跌。

本集團的國內貿易及分銷業務現時於中國及香港運作順暢，對本集團的整體盈利
能力帶來穩定貢獻。

煤炭貿易

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作出的估計，中國於二零一零年或會增加消耗約4%至6%
煤炭。根據中國國家能源局的資料，中國於二零一零年的能源需求可能上升約
3.6%。

中國超過70%電力來自燃煤發電廠，惟中國國內高級焦煤供應不足，而焦煤為製
造鋼鐵的主要材料。預期在可見未來中國對煤炭的需求將仍然殷切。

本集團已作好準備，透過借出煤礦取得固定煤炭分配，以把握此煤炭貿易商機，
此舉將於日後帶來穩定收入。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雙重上市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本公司的股份開始於香港聯交所主板買賣。本公司董
事（「董事」）相信，新加坡及香港雙重第一上市地位對本公司有利，理由是可使本
公司於出現機會時已經開通亞太區兩個的股票市場，因而擴闊本公司的投資者基
礎，從而令本公司因涉獵更廣泛的私人及機構投資者而獲益，與本集團專注於對
本集團增長及長遠發展至為重要的中國業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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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30,900,000美元（二
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32,000,000美元）。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
比率（按淨債項除以權益的百分比計算）為36%（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20%）。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為1.89倍（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2.79
倍）。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於可見將來財務責任到期時悉數支付其
財務責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原則，並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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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公司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
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較後日子宣佈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的日期。為符合享有中期股
息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最遲須於暫停過戶登記日
期下午五時（香港特區時間及新加坡時間）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
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及新加坡股份過戶登記總處Boardroom Corporate & Advisory 
Services Pte. Ltd。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負責審閱及評估執行董事的薪酬政策，
及不時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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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刊登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novogroupltd.com)、香港聯交所網站(www.
hkex.com.hk)及新加坡交易所網站(www.sgx.com)。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所有資料
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在適當時候寄發
予股東並刊載於上述網站。

代表董事會
執行主席
余永強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余永強先生、周建華先生及周建新先生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符德良先生、曾子龍先生及謝道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