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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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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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METAL RECYCLING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金 屬 再 生 資 源（控 股）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773）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全 年 業 績

財務概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約225.082億港元（二零零

九年︰90.632億港元），較去年增加148.3%。

‧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8.866億港

元，較二零零九年之4.784億港元增加85.3%。

‧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為

84.61港仙，較二零零九年之54.28港仙增加55.9%。

‧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普通股之末期股息

16港仙。

年度業績

中國金屬再生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

績及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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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22,508,182 9,063,175
銷售成本 (21,272,828) (8,273,221)

毛利 1,235,354 789,954
其他收入 4 65,655 7,973
分銷及銷售開支 (8,597) (6,559)
行政開支 (182,832) (83,548)
其他開支 — (13,365)
衍生金融工具虧損凈額 (77,534) (72,336)
融資成本 5 (95,289) (120,425)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1,534) 1,941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9,278 —

除稅前溢利 944,501 503,635
所得稅開支 6 (52,598) (24,950)

年內溢利 7 891,903 478,685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附屬公司 48,801 —
　－聯營公司 1,046 —
收購附屬公司的額外權益 1,221 —
於出售附屬公司後重新分類其他
　全面收入（匯兌差額計入匯兌儲備） (307) —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50,761 —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942,664 478,685

以下各項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886,562 478,422

　非控股權益 5,341 263

891,903 478,685

以下各項應佔年內
　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34,336 478,422
　非控股權益 8,328 263

942,664 478,685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9
　－ 基本 84.61 54.28

　－ 攤薄 84.15 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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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6,817 88,989

投資物業 1,638 1,731

預付租賃款－非即期部分 194,631 94,529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96,625 97,113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付按金 18,281 55,130

土地使用權已付按金 129,072 45,653

867,064 383,145

流動資產

存貨 1,747,136 727,53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0 7,347,811 2,524,325

應收票據 11 717,160 248,067

預付租賃款－即期部分 9,733 3,460

付予關連人士的按金 120 115

衍生金融工具 66,745 36,940

可收回稅項 3,888 —

已質押銀行存款 1,630,541 210,376

受限制存款 251,972 62,28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88,536 554,417

12,863,642 4,367,522



– 4 –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4,171,503 981,796

應付票據 12 1,109,965 —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1,960 —

貼現票據 320,588 139,810

衍生金融工具 134,837 62,144

銀行借款 2,960,962 451,576

應付稅項 49,578 25,072

8,749,393 1,660,398

流動資產淨值 4,114,249 2,707,12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981,313 3,090,269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352,941 —

其他長期應付款項 235 454

353,176 454

資產淨值 4,628,137 3,089,81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4 105

儲備 4,556,720 3,009,8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556,834 3,009,981

非控股權益 71,303 79,834

總權益 4,628,137 3,08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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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好運有

限公司，該公司由本公司的創辦股東秦志威先生全資擁有。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分別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及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4803室。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由於本公司於香港上市，為了方便股東閱覽，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

列。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規定的相關披露。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本，為二零零八

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的一部分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配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呈列－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

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年度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款額及

／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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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導致本集團對本集團附屬公司權益擁有權的會計

政策出現變動。

具體來說，經修訂的準則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擁有權之變動（但並無導致失去控制權）所採用

的會計政策。於以往年度，由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中並無具體規定，因此於現有附屬公司的權

益增加會以收購附屬公司的同一方式處理，而商譽或議價購入收益會於適用情況確認；至於在

現有附屬公司出現不涉及失去控制權之權益減少，已收代價與對於非控股權益之調整兩者之間

的差額會於損益內確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所有該等增加或減少

於權益內處理，對商譽或損益並不構成影響。

倘因交易、事件或其他情況導致失去對附屬公司之控制權，經修訂準則規定本集團不再按賬面

值確認所有資產、負債及非控股權益並按所收取之代價確認公平值。於前附屬公司之任何保留

權益於失去控制權當日按其公平值確認。所產生之差額於撰益中確認為收益或虧損。

根據有關過渡性條文，該等變動已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提早應用。

應用經修訂準則影響本集團於本年度收購天津亞銅鋼鐵有限公司（「天津亞銅」）額外權益的會計

政策。政策變動導致應付代價10,961,000港元與終止確認非控股權益12,182,000港元之間的差額

1,221,000港元不再於權益而非損益中直接確認。因此，會計政策變動導致年內溢利減少

1,221,000港元。於報告期末，應付現金代價已計入其他應付款項。

以上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影響如下：

對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影響

二零一零年

對每股基本 對每股攤薄

盈利之影響 盈利之影響

港仙 港仙

調整前數字 84.73 84.27

本集團有關於附屬公司的擁有權變動的會計政策變動

而產生的調整 (0.12) (0.12)

調整後數字 84.61 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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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4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5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付款要求5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7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

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營金屬回收業務，涉及將回收的廢金屬加工成循環再造黑色及有色金屬（為多種終端金

屬產品的原材料）。本集團回收廢鋼、廢銅及其他廢金屬，並利用先進設備加工生產優質循環再

造廢金屬。本集團亦不時於該等廢金屬質量符合若干規定標準則時向客戶直接出售回收的廢金

屬。金屬大致分為兩類：

(i) 黑色金屬，即鐵及鋼；及

(ii) 有色金屬，包括銅及鋁等。

主要營運決策人董事會定期審閱本集團加工／出售的兩種主要金屬的收益分析以及本集團年內

的綜合溢利，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由於並未取得其他獨立的財務資料以評估不同業務

活動，故並未以實體級別以外的方式披露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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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級別披露

年內，本集團按主要金屬分部劃分的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黑色金屬 5,088,216 1,420,545

有色金屬 17,419,966 7,642,630

22,508,182 9,063,175

本集團非流動資產均位於相關集團實體所在地，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澳門及香港。於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大部分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

年內，本集團按所在地及其他地區劃分的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相關集團實體所在地

　－中國 11,644,719 2,586,242

　－香港 1,962 —

其他地區

　－中國 10,263,963 5,854,144

　－香港 196,251 572,653

　－亞洲（中國及香港除外） 71,216 33,899

　－歐洲 252,536 16,237

　－美國 77,535 —

22,508,182 9,063,175

年內，本集團首三名（二零零九年：三名）最大客戶對本集團的收益貢獻逾10%，彼等於截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貢獻分別約5,666百萬港元、3,163百萬港元及3,225百萬

港元（二零零九年：分別約2,254百萬港元、1,589百萬港元及1,572百萬港元），主要來自有色金

屬的銷售。



– 9 –

4. 其他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淨額 40,267 1,532

利息收入 18,163 3,27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508 —

租金收入 204 567

出售投資物業及預付租賃款的收益 198 —

其他 6,315 2,598

65,655 7,973

5. 融資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92,775 9,414

一名董事墊付利息（附註i） 2,514 —

抵押有擔保優先票據的實際利息開支（附註ii） — 111,011

95,289 120,425

附註：

(i)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獲得董事墊款234,000,000港元，並已按倫

敦銀行同業拆息（「銀行同業拆息」）加1.75%支付其利息。墊款已於同年償付。

(ii) 抵押有擔保優先票據已於往年悉數贖回。

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費用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52,832 24,950

　往年超額撥備 (234) —

52,598 24,950



– 10 –

於上述兩年度，由於本集團於香港的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或產生稅項虧損，故未就香港利

得稅作出相關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相關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25%。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集團兩間中國附屬公司揚中亞鋼金屬有限公司及天津亞銅自彼等

首個獲利年度起豁免兩年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稅項減半。二零一二年為兩間附屬公司獲

減半繳稅的最後年度。

中環鋼鐵（澳門）離岸商務商業服務有限公司為根據第58/99/M號法令註冊成立的澳門附屬公司

（稱為「58/99/M公司」）。由於該58/99/M公司於上述兩年度並無向任何澳門本土公司銷售產品，

故此根據第58/99/M號法令獲免繳納澳門補充稅（澳門所得稅）。

7. 年內溢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董事薪酬：

　除以股份支付款項以外之薪酬 11,952 7,268

　以股份支付款項 13,303 6,749

其他員工成本：

　薪酬及工資 42,345 23,693

　以股份支付款項（不包括該等董事） 21,458 8,37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該等董事） 3,392 2,180

員工成本總額 92,450 48,261

核數師薪酬 3,000 3,200

預付租賃款項轉撥 6,518 3,46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5,153 13,641

投資物業折舊 38 39

上市開支（計入其他開支） — 13,36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63

就租賃物業支付的經營租賃租金 26,063 18,891

附註：於該兩年度，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與綜合全面收益表中所示的銷售成本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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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年內，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12港仙（二零零九年：無），合共

為125,4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已確認為股東分派。

本年度並無宣派中期股息。董事已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每股16港仙，合共18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

息每股12港仙，合共125,400,000港元），惟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9. 每股盈利

按下列數據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886,562 478,422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047,801,067 881,438,356

　根據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所授

　　購股權所涉具攤薄影響潛在普通股的影響 5,708,380 2,854,600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053,509,447 884,292,956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3號「每股盈利」的計算，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所授出尚未行

使的本公司購股權的經調整行使價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

份的平均市價，故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乃假設該等購股權並無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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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本集團一般向貿易客戶提供介乎30日至90日的平均信貸期。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應收貿易

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0至30日 1,152,304 803,486

31至60日 1,096,188 678,539

61至90日 944,505 513,299

91至120日 923,509 199,040

121至180日 1,662,913 80,826

超過180日 524,285 26,382

6,303,704 2,301,572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按金及預付款 55,454 31,297

就購買原材料已付的按金 686,151 94,037

其他可收回稅項 279,154 95,643

其他 23,348 1,776

1,044,107 222,753

7,347,811 2,524,325

11. 應收票據

該款項主要指於180日（二零零九年：180日）內到期的手頭票據及銀行附有追索權的已貼現票

據。該等應收款項於報告期間結束時尚未到期並由銀行擔保，由於本集團過往甚少遭受票據拖

欠付款情況，故管理層認為拖欠率甚低。本集團保留所有該等已貼現應收票據的全部風險及回

報，因此，本集團繼續確認該等應收票據的足額全部賬面值，並將該等貼現所得現金確認為有

抵押貼現票據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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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0至30日 938,813 585,871

31至60日 891,316 191,996

61至90日 822,360 111,288

91至120日 715,714 32

121至150日 370,087 44

超過150日 23,484 708

3,761,774 889,939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 45,589 12,916

購買於附屬公司的額外權益而應付的代價 10,961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2,377 1,659

已收客戶按金 146,144 60,426

其他應付稅項 30,257 4,409

應付經紀款項（附註） 133,695 —

其他 40,706 12,447

409,729 91,857

4,171,503 981,796

附註： 結餘指就本集團衍生工具的保證金戶口而應付經紀的款額。款項當中，55,654,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無）為無抵押及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介乎0.5%至1%（二零零九年︰無）

的息差計息，而78,04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為免息及由賬面值為42,067,000港元

的存貨作抵押。

貨物採購的平均信貸期不超過60日。

本集團之所有應付票據之賬齡不超過180日，於報告期末並未到期。應付票據由已質押銀行存款

370,056,000港元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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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前景

業務概況

過去數年的增長勢頭持續強勁，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錄得強勁增長。本年度收益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分別較去年上升約148.3%及

85.3%至225.082億港元及8.866億港元，乃由於本公司的市場份額增加及本公司擴展

其地區網絡。本年度的黑色廢金屬銷售量約為1,570,000噸，較去年增加約179%，而

本年度的有色廢金屬銷售量則約為360,000噸，較去年增加約79%。

為配合使用再生資源和節能減排的國家長期戰略政策，中國政府已將「節能環保」行

業定為十二五計劃（「該計劃」）項下發展的重點戰略行業。該計劃特別著重氣候變化

及環保事宜。根據哥本哈根協定，中國承諾於二零二零年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

化碳排放較二零零五年水平下降40至45%。鋼鐵行業為排碳最多的行業之一，為其

中一個作出改變的行業。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已訂下目標，於該計劃期間將

廢鋼用量佔鋼材產量的百分比由現時約14%增加至20%。由於行業分散及再生金屬的

市場滲透率相對較低，因此建設正確收集網絡及增加行業集中度亦為該計劃的核心

目標。

中國於本年度的粗鋼產量達約6.27億噸，較去年增加約9.3%。本年度中國的銅材產

量約為1,090萬噸，較去年增加約11.7%。本年度中國的廢金屬消耗量滲透率相比發

達國家的數字仍屬於偏低水平。因此，中國具有提高再生金屬滲透率的龐大潛能。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標誌著本公司於首次公開發售後的另一重要里程，本公司成

功完成發行90,000,000股新股份。股份交易產生強勁國際需求，且本公司獲得多間頂

級國際機構投資者支持本公司的長期增長。所得款項淨額籌得約691,000,000港元，

並用作資本開支及潛在收購，以繼續本集團的地區擴展及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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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本集團在上海成立本公司在中國的總辦事處標誌著我

們決心投入更多資源及努力進一步發展華中、華東及華北市場，以及鞏固我們的全

國網絡，為本集團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上海總辦事處將成為本集團的業務

樞紐，進一步提高管理效率，以及加強與業務伙伴之間的合作。

華東地區營運方面，受惠於中國其中一個最佳的再生金屬市場，業務量一直強勁，

由於順利落實新業務，本集團在華東地區之收益於本年度錄得大幅增長。由於業務

提升及地區市場份額增加，二零一零年下半年的利潤率較上半年改善。此外，本集

團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完成收購江蘇江陰港集裝箱有限公司（「江陰港」）。江陰港成

為支持本集團於華東地區再生基地的區域物流及分銷樞紐。本公司正重組江陰港為

大型再生基地，並將於二零一一年投入額外100萬噸產能。其已改善本集團的營運效

率、區內競爭力及降低運輸成本。

華北地區營運方面，由於更多財務資源的投入及新團隊的加入而導致業務增長。本

集團與包頭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包鋼」）簽訂框架供應協議，本集團將於二零

一一年向包鋼供應35萬噸廢鋼。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本集團與天津鋼管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鋼管集團」）及11名當地回收商就於中國天津成立合營企業

（「天津合營企業」）以從事回收廢金屬而訂立股東協議。天津合營企業的首個股東大

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舉行，預期二零一一年四月投入營運。天津合營企業將強強聯

手、結合合營企業股東的競爭優勢、天津鋼管對廢金屬的龐大需求、本集團規模化

經營的管理經驗，全國性物流、銷售及融資平台、行業知名度及先進的管理系統，

以及供稱商覆蓋1,400萬噸年廢鋼消耗量的回收網絡。天津聯營企業結合客戶及供應

商優勢，為中國再生行業首見，於行內引起廣泛討論。其將成為華北地區最大再生

資源平台，大大加強本集團在華北地區的議價及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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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地區營運方面，現有客戶如聯眾（廣州）不𣁾鋼有限公司的需求量因產能增加而

上升。中山市基地擴大我們的回收範圍，並將於二零一一年投入額外30萬噸產能。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五日，本公司與廣東物資集團公司（「廣物集團」）訂立不具約束力

諒解備忘錄，以於華南地區成立從事回收業務的合營企業（「廣東合營企業」）。本集

團及廣物集團分別會將華南地區的若干資產及回收業務注入廣東合營企業。廣物集

團由原廣東省物資局改制而來，乃一家從事各類物資的大型國有企業。廣物集團的

回收業務目前為廣東省最大型的廢舊汽車、廢船拆解處理商之一。廣東合營企業將

可讓本集團與廣東省其中一家最大型的報廢汽車回收拆解及回收報廢船舶公司結

盟，加強及完善本集團的廢料回收網絡。建議合作事項亦為本集團建立集廢舊金

屬、家電、汽車、船舶及飛機等於一身的一體化金屬回收拆解體系。

華中地區營運方面，武漢市的基地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開始營運，產能達50萬噸。

本集團已與武漢鋼鐵（集團）公司（「武鋼」）簽訂供應框架協議，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一

年向武鋼供應25萬噸廢鋼。

本公司的未來發展策略是1） 繼續利用本公司的競爭優勢，鞏固全國性的策略布點及

產品種類，設立一個結合回收拆解廢金屬、家電、汽車及船舶於一身的一體化金屬

回收體系，以全面支援中國政府根據該計劃設立全面回收體系的目標，2) 發展多元

化的銷售及採購網絡以擴大我們的市場份額，3) 持續投資於先進機械及環保設施以

確保營運效率及經濟規模效益，及4) 增加投資於栽培員工以提升管理質量，以及增

強我們整體營運及業務整合的能力。採用綜合自然發展及人為方式的企業發展策略

來維持我們作為先行者的相對競爭優勢，將繼續有助提高我們在中國金屬再生行業

的市場領先地位。

展望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將繼續利用我們的核心競爭優勢，以達成40%的全年銷量

增長率目標。憑藉來自多個地區的營運貢獻，我們完成目標及為股東帶來令人滿意

的回報的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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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為225.082億港元（二零零九

年：90.632億港元），較去年上升148.3%。

本集團於年內收益上升，主要原因為黑色及有色金屬的銷售大幅上升。本集團來自

華東及華北新地區的業務一直對年內收益上升作出重大貢獻。

毛利

本集團於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為12.354億港元（二零零九年：7.900億港

元），較去年增加56.4 %。本集團於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為5.5%（二

零零九年：8.7%），下降 3.2%。毛利下降主要由於新地區貢獻增加導致毛利率下降

所致。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及

匯兌收益，由去年800萬港元上升723.5%至6,570萬港元，主要原因為匯兌收益及銀

行存款利息收入分別上升3,870萬港元及1,490萬港元。人民幣兌美元於年內一直升

值。

分銷及銷售開支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銷及銷售開支為860萬港元，較去年增

加31.1%，主要是由於產品銷售量上升所致。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行政開支包括員工薪酬、折舊開支及其他

一般行政開支，由去年8,350萬港元增加118.8%至1.828億港元，增加主要原因為本

公司因擴充業務而導致中國新地區董事及行政員工數目與各項開支增加。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確認有關本公司採納之首次公開發售前及首

次公開發售後之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之總開支3,48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1,510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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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

去年其他開支1,340萬港元指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上市的專業費用及上市相關開

支。

衍生金融工具的虧損淨額

公允值變動代表用作對沖本集團購入貨品及存貨的金屬商品期貨合約的公允值變動

所產生的虧損淨額。年內，金屬商品價格上升，導致用作對沖相應採購該等商品現

貨或存貨的期貨合約錄得虧損。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204億港元減少20.8%至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9,530萬港元，主要由於本公司在二零零九年上

市後悉數贖回優先票據所致。本公司已就去年優先票據支付累計的利息合共1.11億

港元，而年內並無累計利息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融資成本主要由來自銀行貿易融資撥作營

運資金用途所致。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的收益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完成收購江蘇省江陰市的港口及廠房後，該港口及廠房成為了華

東地區的樞紐中心。此大大改善了本集團的營運效率及於區內的競爭力，並且減低

運輸成本。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本集團出售其於張家港容利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全部

70%的權益，以減少重疊的網絡，並改善營運效率。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4.784億港

元增加85.3%至8.866億港元。

本年度上半年並無向股東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6港仙，合共約1.82億港元，惟須待本公司股東於

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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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下表列載本集團截至所示年度日期的若干主要財務比率

流動資金比率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流動比率 1.5 2.6

資產負債比率(%) 26.5 12.5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存貨周轉日數 21 22

應收款項周轉日數 78 73

應付款項周轉日數 49 20

營運資金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存貨周轉期為21日，去年則為

22日。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應收款項周轉期（包括應收貿易

款項及應收票據）為78日，去年則為73日。本集團一般給予黑色金屬及有色金屬客戶

的平均信貸期分別為30至60日及30至90日。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應付款項周轉期（應付貿易款項

及應付票據）為49日，去年則為20日。供應商給予本集團的信貸期最長可達60天。周

轉期增加的主要原因為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的周轉期增加，因此本集團要求供

應商給予更長的信貸期作為支持。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41.142億港元（二零零九

年：27.071億港元），當中現金及銀行存款為29.710億港元（二零零九年：8.271億港

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借款總額（包括貼現票據）為36.345億港元（二零零九

年：5.914億港元），主要用作本集團的採購資金。借款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

值，當中23.770億港元為定息借款，而32.816億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比率（借款總額除以資產總值）為

26.5%（二零零九年：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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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年內，本集團的營運或

流動資金並無由於貨幣匯率浮動而出現任何重大困難或受到任何重大影響。

為確保集團資金得以有效運用，本集團採用中央財務及庫務政策，並以保守態度監

控外匯及利率風險。本集團在認為合適情況下採用遠期合約對沖交易活動的外匯風

險。

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仍然強勁，且擁有充裕現金及可用銀行融資，足以應付承擔

及營運資金需要。強勁的現金狀況使本集團可發掘投資及業務發展機會，拓展在中

國的市場份額。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為提升產能，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約5.138億港元

（二零零九年︰9,370萬港元）增購新固定資產，主要為中國各地廠房設施繳付土地使

用權、江陰港口、廠房及機器設備之按金及購置。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財務報表已訂約但尚未撥備的本集團資本開支

承擔約為3.182億港元（二零零九年︰3.065億港元）。該等承擔主要涉及投資於一間天

津之聯營公司，及購置用作擴充本集團不同地區的產能的廠房及機器。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融資主要以若干銀行存款16.305億港元

（二零零九年︰2.104億港元）、應收票據4.494億港元（二零零九年︰1.853億港元）、

存貨3.988億港元（二零零九年：無）、貿易應收款項5,35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無）及

本集團若干土地及樓宇約44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450萬港元）為抵押。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大部分銷售以人民幣結算，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為外幣。人民幣於本期間的

波動並無對本集團業績造成任何不利影響。除此之外，本集團將會定期檢討外匯風

險，並在認為合適情況下可能使用財務工具作對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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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

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約500名員工。員工薪酬維持於競爭水平，

並會每年檢討，屆時會密切參考有關勞工市場及經濟情況。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

劃，僱員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本集團與僱員的關係良好。本集團亦向員工提供內部培訓及根據員工表現及本集團

盈利發放花紅。

股東週年大會

二零一一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一）舉行。二零一一年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按上市規則指定時間及規定方式刊發並寄予本公司各股東。

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董事會建議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6港

仙，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待本公司股東批准。建議末期股息獲股東批准後，約於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向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一）（包括

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股東如欲符合資格

獲取擬派末期股息及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必須在不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將所有填妥的過戶表格及相關股票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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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理登記手續。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而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認為，該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法律規定，且已作

充份披露。



– 22 –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期間，除下列偏離守則條文第

A.2.1條外，本公司一直遵守準則及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應分開而不應由一人兼任。

秦志威先生現擔任本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由於所有重大決策乃與

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及高級管理層磋商作出，故主席及行政總裁由一人兼任的現有

架構不會有損董事會的權責平衡。

此外，有關措施更為有效充分規劃及實施業務決策及策略。

遵守上市規則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交易標準規定的董事、高級管理層及相關僱員（基於在本集

團的職位而可能擁有關於本公司或其證券的非公開股價敏感資料者）進行證券交易的

行為守則（「本公司守則」）。

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會所有成員均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全年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守則的規定標準。於全年期間，本公

司概無發現高級管理層及有關僱員違反守則的事件。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除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配售90,000,000股新股份外，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

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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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董事會藉此機會對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努力及貢獻致以真誠的感激，並感謝

股東、商業伙伴、往來銀行及核數師於本年度對本集團的支持。

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 業 績 公 告 將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chinametalrecycle.com)刊載。載有上市規則所有規定資料的本公司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將於稍後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在上市網站刊載。

董事會代表

China Metal Recycling (Holdings) Limited

中國金屬再生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秦志威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秦志威先生、馮嘉倫先生及姜延章先生；非執行董事黎煥賢女

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錦雄先生、梁創順先生及閆啟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