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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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ingde Gases Group Company Limited
盈 德 氣 體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168）

截 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止 6 個 月 期 間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財務摘要

‧ 本集團收入為人民幣2,060百萬元，較2010年同期增加56.5%。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492百萬元，較2010年同期增加51.1%。

‧ 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272元，較2010年同期增加51.1%。

業績

盈德氣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

會」）謹此公佈本集團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合併業績如下：

財務資料

財務資料摘自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採納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編製的本集團截至2011年6月30

日止6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及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比較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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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1年 201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2,060,206 1,316,087

銷售成本 (1,301,072) (787,909)

毛利 759,134 528,178

其他收益 1,018 2,124

銷售費用 (46,791) (20,510)

管理費用 (101,839) (60,132)

經營收益 611,522 449,660

財務收入 3(a) 8,853 4,756

財務成本 3(a) (52,796) (51,78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79) –

除稅前利潤 3 567,400 402,629

所得稅 4 (73,252) (76,920)

本期利潤及綜合收益總額 494,148 325,709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91,903 325,597

非控股股東權益 2,245 112

本期利潤及綜合收益總額 494,148 325,709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5

　基本 0.272 0.180

　攤薄 0.272 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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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201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於2011年 於2010年
6月30日 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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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額 4,643,382 3,822,697

在建工程 698,558 1,024,363

租賃預付款項 87,274 65,043

無形資產 21,189 12,939

應收融資租賃款 13,973 14,24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399,821 100,0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761,643 368,219

遞延稅項資產 12,958 7,589

非流動資產總額 6,638,798 5,415,098
------------------ ------------------

流動資產

存貨 31,315 30,07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6 962,160 748,924

應收融資租賃款 2,117 2,117

可收回所得稅 37,573 433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5,647 467,5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49,563 970,458

流動資產總額 2,698,375 2,219,575
------------------ ------------------

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 800,127 783,96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59,918 1,244,295

融資租賃負債 3,077 2,963

應付所得稅 73,169 55,673

流動負債總額 2,136,291 2,086,894
------------------ ------------------

流動資產淨額 562,084 132,681
------------------ ------------------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200,882 5,547,7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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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續 )

於201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於2011年 於201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 2,467,361 1,132,137

融資租賃負債 29,193 28,112

遞延稅項負債 35,996 20,979

非流動負債總額 2,532,550 1,181,228
------------------ ------------------

資產淨值 4,668,332 4,366,551

權益

股本 12 12

儲備 4,652,355 4,352,81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4,652,367 4,352,831

非控股股東權益 15,965 13,720

權益總額 4,668,332 4,36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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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附註

1 集團重組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公開上市，本集團進

行了重組（「重組」），以優化本集團的架構。重組於2009年7月10日完成，據此本公司

成為本集團旗下各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有關重組的詳情載於本公司2009年9月24日

刊發的招股章程中。本公司以每股 7.00港元的價格，將 339,232,500股每股面值

0.000001美元的普通股通過公開發行普通股的方式發售給香港以及海外投資者。本公

司股份於2009年10月8日在聯交所上市。

2 分部報告

本集團在中國生產和銷售工業氣體。雖然工業氣體分別銷售給現場供氣客戶和零售

客戶，本集團的最高行政管理層定期審閱其合併財務信息以進行表現評價和作出資

源分配決策。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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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已扣除 /（計入）：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1年 201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財務收入／（成本）：

利息收入 8,005 3,658

應收融資租賃款的

　融資收入 848 877

匯兌收益 – 221

財務收入 8,853 4,756
------------------ ------------------

銀行及其他貸款的利息 (79,123) (38,437)

融資租賃負債的

　融資費用 (1,195) (1,221)

利息支出總計 (80,318) (39,658)

減：資本化借款成本 32,218 5,520

(48,100) (34,138)

匯兌虧損 (4,696) (17,649)

財務成本 (52,796) (51,787)
------------------ ------------------

(43,943) (47,031)

借款成本按以下

　利率資本化：

資本化比率（每年） 5.4% - 7.3% 5.4% - 5.9%



– 7 –

3 除稅前利潤（續）

除稅前利潤已扣除／（計入）（續）：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1年 201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b) 其他項目 :

電費 856,277 694,135

折舊 124,114 67,657

攤銷

－租賃預付款項 735 245

－無形資產 638 327

員工成本 79,048 47,116

經營租賃費用 :最低租賃款項

（土地及房屋） 2,940 2,87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損失／（收益）淨額 5 (14)

4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1年 201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中國所得稅準備 63,604 68,568

遞延稅項 9,648 8,352

73,252 76,920

(a)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定，本集團無需支付任何開曼群島及英

屬處女群島的所得稅。

本集團於本期及以前期間並無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的應課稅收入，故毋須繳納

香港利得稅。

除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享受15%優惠稅率或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的過渡條款

按法定稅率50%計稅，根據中國所得稅相關規則及規定，當期中國所得稅是按應

課稅利潤的25%（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25%）法定稅率計算。

(b) 中國居民企業分派於2008年1月1日後取得的盈利給其中國大陸以外的直接控股公

司按照10%的稅率徵收預扣稅，除非有相關條約或協議對有關稅率予以減免。於

2008年1月1日之前取得但仍未分派的盈利免徵該等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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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每股基本盈利是按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
佔 利 潤 人 民 幣 491,903,000元（截 至 2010年 6月 30日 止 6個 月 期 間 ： 人 民 幣
325,597,000元），以及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
目1,807,139,000股（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1,809,233,000股普通股）計
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公司在本期及以前期間均沒有潛在攤薄普通股，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
盈利是相同的。

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11年 於201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493,526 332,695
應收票據 198,417 153,728
減：呆賬準備 (17,131) (20,437)

674,812 465,986
押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87,348 282,938

962,160 748,92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以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準備後），賬齡分
析呈列如下：

於2011年 於201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逾期 492,126 364,755

逾期不超過一個月 80,985 27,706
逾期一至三個月 89,712 40,051
逾期三個月至十二個月 11,989 33,474

逾期金額 182,686 101,231

674,812 465,986

應收賬款信貸期一般為30至45日。應收票據一般自開票日起180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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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進入2011年，為了節能減排，越來越多國內的鋼廠增加使用氧氣以減少對焦炭和

電力的依賴及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國內工業氣體的需求因環保標準不斷提高及企

業外包成為趨勢而大量增加。

作為國內工業氣體行業的領航者及中國多間鋼鐵企業的主要氣體供應商，本集團

於環境及市場因素推動下，2011年上半年共簽定11份現場供氣的新合約，為本集

團今年的業務徧穩根基。現場供氣業務方面，本集團於2009年初與中國上市公司

中最大的煤炭銷售商的母公司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神華集團」）簽定協議，為

其位於內蒙包頭的煤炭化工項目提供240,000標準立方米／小時的工業氣體。此項

目的達產速度在2011年上半年好於預期。

現場供氣業務回顧

根據SAI報告研究指，按總收入計算本集團自2009年起為現時中國最大獨立現場

工業氣體供應商，本集團的主要氣體產品為氧氣、氮氣及氬氣。現場氣體供應佔

本集團業務收入約81.8%，主要是來自鋼鐵、化工及有色金屬行業的客戶群。為

增加及穩定本集團未來的收入，本集團積極拓展其客戶層至其他行業。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本集團有28座現場供氣設施已投入生產，共持有31個營運

項目及23項正在興建之新建設施。以裝機氧氣容量計算，總裝機容量達到783,400

標準立方米／小時，同比上升73.0%。回顧期內，本集團共銷售4,871百萬標準立

方米工業氣體，同比上升49.4%，氧氣產品、氮氣產品及氬氣產品的總銷量分別

為2,694百萬標準立方米、1,916百萬標準立方米及54百萬標準立方米。預計在2013

年所有在建項目完成後，以裝機氧氣容量計算，總裝機容量能達到1,482,900標準

立方米／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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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新項目拓展業務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本集團簽訂的新長期現場供氣合約的詳情如下：

預計氧氣裝機容量

所屬地區 客戶所屬行業 （標準立方米／小時）

陝西 鋼鐵 30,000

江蘇 鋼鐵 30,000

天津 鋼鐵 35,000

安徽 玻璃 17,500

四川 鋼鐵 30,000 (一期 )

40,000 (二期 )

山西 鋼鐵 25,000

四川 有色金屬 10,000

遼寧 鋼鐵 60,000

內蒙 鋼鐵 15,000 (一期 )

27,000 (二期 )

江蘇 鋼鐵 60,000

山西 鋼鐵 20,000

零售氣體業務回顧

在零售氣體業務方面，本集團利用現場氣體生產設施剩餘產能，用作生產工業氣

體零售予當地的分銷商零售及用戶。此外，本集團亦有四座專做零售的生產設施

正在營運中，其中兩座位於揚州，一座位於南京，另外一座位於重慶。零售氣體

主要應用於太陽能、電子、玻璃、食品、汽車及建造行業。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

期間，本集團零售氣體業務的營業總額達至人民幣374百萬元，同比增長55.1%，

主要得益自對比去年同期銷售量及銷售價格都有可觀增長。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2011年上半年的業績十分可觀。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

營業額為人民幣2,060百萬元，較2010年同期的人民幣1,316百萬元錄得56.5%增

長。營業額大幅增長主要由於2010年第四季度神華項目的投產及較去年同期有四

組新生產設施投入營運。本集團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期間錄得毛利人民幣759

百萬元，比2010年同期上升43.7%，整體毛利率為36.8%。此外，本集團錄得本公

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492百萬元，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2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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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我們的收入主要包括銷售工業氣體產品的所得款項。我們的收入於我們的氣體產

品付運至客戶的物業而客戶確認接受貨品且我們已轉讓有關貨品有關風險及擁有

權回報時確認。收入數字為扣減增值稅後的銷售貨品發票總值。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自現場供氣及零售客戶所得的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1年 2010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現場 1,686,185 81.8 1,074,965 81.7

零售 374,021 18.2 241,122 18.3

總計 2,060,206 100.0 1,316,087 100.0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向我們的零售客戶銷售的氣體加權平均單位價格：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1年 2010年

單位價格

（人民幣／標準立方米）

氧氣 0.99 0.90

氮氣 0.78 0.73

氬氣 3.66 2.93

加權平均單位價格 1.37 1.31

影響向我們的零售客戶所售氣體價格的主要因素包括當地市場現貨價格、當地供

求及當地經濟狀況。向現場供氣客戶銷售產品的定價乃根據供氣合約指定的定價

安排按個別情況釐定。影響向我們的現場供氣客戶所售氣體價格的主要因素包括

我們的定價的競爭力、我們的生產設施的裝機容量及現場客戶的預期水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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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我們的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公用事業費、生產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開支、

生產團隊的員工成本以及其他開支。公用事業費主要包括電費和蒸汽費用，截至

2011年及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分別佔我們總銷售成本84.2%及88.3%。折舊

及攤銷開支主要與我們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以直線法按該等資產的估

計可使用年期計算。員工成本主要與我們向僱員支付的薪金、花紅、福利及供款

或向本公司生產團隊員工提供的福利有關。其他開支主要包括其他消耗品及維修

及保養。

銷售成本由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人民幣788百萬元增加65.1%至截至

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人民幣1,301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收入增加所致。銷

售成本佔收入的百分比由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59.9%上升至截至2011

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63.2%，主要由於神華項目於2010年第四季度投產。鑒於

此項目規模較大，銷售成本相對較高。

所得稅費用

所得稅費用由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人民幣77百萬元減少4.8%至截至

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人民幣73百萬元，主要是由於若干附屬子公司使用

了國產設備所得稅抵免。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總資產約為人民幣9,337百萬元，比2010年12月31日增

加人民幣1,703百萬元。銀行存款及現金為人民幣1,550百萬元，比2010年12月31日

增加人民幣579百萬元；本集團流動比率為126.3%。本集團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

算的槓杆比率為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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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

銀行及其他貸款

於2011年 於201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貸款 330,000 370,000

長期貸款的即期部份 470,127 413,963

800,127 783,963

長期貸款的長期部份 2,467,361 1,132,137

3,267,488 1,916,100

於2011年6月30日，就銀行及其他貸款抵押的資產賬面價值為人民幣2,203百萬元

（於2010年12月31日：人民幣1,912百萬元）。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沒有建議派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2010年

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零）。

未來展望

隨著中國鋼鐵行業增長蓬勃及環保能源的需求不斷攀升，於國內工業氣體佔據龍

頭地位的本集團將緊密關注、追隨市場趨勢並同時把握現有的良機，物色更多其

他行業的客戶。隨現有的大型項目如神華於內蒙包頭的煤炭化工項目等，本集團

會繼續爭取與其他國內及國際企業的合作機會。在維持現場供氣業務的同時，執

行進取的零售策略，藉此為各位股東帶來更多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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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本公司奉行高水平企業管治標準。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11年6月30

日止6個月期間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的

規定。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為Zhongguo Sun先生。然而，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

會削弱董事會的權力平衡與權威。董事會現時由四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組成，其中獨立非執行董事約佔董事會的42.9%，高於上市規則所載守則之

建議最佳常規。獨立非執行董事佔據董事會如此高的比例，可確保彼等的意見受

到重視，並反映董事會獨立性。

Sun先生為本集團的主要創辦人，自本集團成立以來一直負責運營管理，在本集

團擴展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Sun先生於工業氣體行業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且

經營管理能力卓越。目前，董事會認為，由Sun先生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有助於

加快董事會的決策，從而有利於本集團的管理與發展。董事會仍會考慮於適當時

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分離以遵守守則。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用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的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

為守則（「行為守則」）規管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於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

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間遵守行為守則的

所有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通過市場

股份回購方式以每股港幣5.60元至港幣5.70元購回共2,402,500股股份，總額為港幣

13,682,865元。該等購回股份已於2011年6月30日前被註銷。

除上文披露者外，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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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根據守則及上市規則的規定，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包括全

部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昭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鄭富亞先生及王京博士。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盈德氣體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Zhongguo Sun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Zhongguo Sun先生、趙項題先生、陳岩先生及Trevor

Raymond Strutt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昭先生、鄭富亞先生及王京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