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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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A M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大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90）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變幅

收益 5,741,943 4,072,830 +41.0%

毛利 236,278 181,520 +30.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97,647 86,460 +12.9%

每噸毛利 人民幣885元 人民幣828元 +6.9%

營運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幅

銷售量 266,970 219,191 +21.8%

加工量 348,896 247,055 +41.2%

加工比率（附註） 1.31 1.13 +15.9%

附註： 加工比率 = 加工量╱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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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大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合併業績連同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5,741,943 4,072,830
銷售成本 4 (5,505,665) (3,891,310)
    

毛利  236,278 181,520
其他收入，淨額  2,425 3,684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788) 59
分銷成本 4 (31,788) (24,992)
行政開支 4 (34,059) (30,527)
    

經營利潤  172,068 129,744
    

融資收入 5 5,465 6,528
融資成本 5 (48,093) (24,961)
    

融資成本－淨額 5 (42,628) (18,433)
    

除所得稅前利潤  129,440 111,311
所得稅開支 6 (31,328) (24,229)
    

期間利潤  98,112 87,082
其他綜合收益  – –
    

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98,112 87,082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7,647 86,460
非控股權益  465 622
    

  98,112 87,08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利潤的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每股基本盈利 7 0.09 0.12
 －每股攤薄盈利 7 0.09 0.12
   

中期股息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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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10,129 111,396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1,956 873,709

投資物業  8,896 9,123

無形資產  2,964 2,683

遞延所得稅資產  8,612 7,013
    

  1,152,557 1,003,924
    

流動資產
存貨  1,433,325 1,202,356

貿易應收款項 9 507,684 188,70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40,639 521,698

受限制銀行存款  432,142 408,00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6,525 379,036
    

  2,740,315 2,699,796
    

總資產  3,892,872 3,703,720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89,215 89,215

儲備  1,435,884 1,337,377
    

  1,525,099 1,426,592

非控股權益  25,326 24,861
    

總權益  1,550,425 1,45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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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助  14,486 15,02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131 3,340
    

  16,617 18,36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0 912,009 1,139,489

應計費用、客戶墊款及其他流動負債  326,126 199,614

即期所得稅負債  18,654 25,522

借款  1,067,974 868,215

遞延政府補助流動部分  1,067 1,067
    

  2,325,830 2,233,907
    

總負債  2,342,447 2,252,267
    

權益及負債總額  3,892,872 3,703,720
    

流動資產淨額  414,485 465,88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67,042 1,46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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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非控股 
 股本 儲備 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結餘 89,215 1,337,377 24,861 1,451,453
綜合收益 
期間利潤 – 97,647 465 98,112
    

綜合收益總額 – 97,647 465 98,112
    

與擁有人交易
僱員購股權計劃 – 860 – 860
    

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 860 – 86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89,215 1,435,884 25,326 1,550,42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非控股 
 股本 儲備 權益 總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結餘 1 681,141 7,176 688,318
綜合收益
期間利潤 – 86,460 622 87,082
    

綜合收益總額 – 86,460 622 87,082
    

與擁有人交易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注資 – 34,026 – 34,026
非控股股東注資 – – 15,587 15,587
    

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 34,026 15,587 49,613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1 801,627 23,385 82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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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250,948) (138,005)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177,183) (117,480)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175,620 283,9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252,511) 28,45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79,036 79,1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虧損  – (601)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6,525 10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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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二十二章（一九六一年第三條法例，
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股份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一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編製。簡明合併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
表所述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貫徹一致。

中期期間收入的稅項乃使用預期全年盈利總額適用的稅率計算。

(a)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以下新準則及準則的修訂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首次採納：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關聯方披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年度期間生效。該修訂豁免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有關政府相關實體之間及與政
府進行交易的所有披露規定。此等披露由一項披露規定所取代：

– 政府名稱與彼等關係的性質；
– 任何個別重大交易的性質和金額；及
– 在意義上或金額上任何整體而言屬重大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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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修訂亦澄清及簡化了關聯方的定義。

•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修訂本於二零一一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該修訂本強調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的現有披露原則，並增加其他指引以說明如何應用該等原則。其更加強
調重大事件及交易的披露原則。額外規定涵蓋公平值計量變動（如重大）的披露
及更新自最近期年報以來的相關資料的需要。會計政策變動僅導致額外披露。

(b)  於二零一一年生效但與本集團無關的現有準則的修訂及詮釋：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供股的分類」的修訂本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供股，故該修訂目前並不適用於本集
團。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的修訂
本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並無最低資
金規定，故該修訂目前與本集團無關。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以權益工具消除金融負債」於二
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由於本集團目前並無以權益工
具消除金融負債，故該詮釋目前並不適用於本集團。

•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和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的第三度改進（二零一零年），除附註2(a)所披露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修訂本及澄清容許於附註內呈報按項目劃分其他綜合收益部份的分析外，
目前全部均與本集團無關。所有改進均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生效。

(c)  以下新準則及準則的修訂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
亦無提早採納：

準則及修訂本 生效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分類、計量及
 取消確認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披露－轉移金融資產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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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銷售額及分部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品銷售額 5,741,943 4,072,830
   

主要營運決策者為執行董事及全體高級管理層。決策者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
配置資源。

營運決策者已根據該等報告決定只呈列單一業務分部資料，原因是本集團所有銷售及經營利
潤乃來自不鏽鋼產品的銷售，且本集團的生產及營運資產全部位於中國內地（被視為一個具
有類似風險及回報的分部）。

本集團的常駐地為中國內地，其來自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外部客戶的銷售業績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5,637,698 4,045,018

－香港及海外其他國家及地區* 104,245 27,812
   

銷售總額 5,741,943 4,072,830
   

* 海外其他國家及地區主要指新加坡、北韓、美國及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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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內的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製成品存貨變動 (167,389) (107,711)
消耗原材料 5,605,757 3,931,264
印花稅、房產稅及其他附加稅 4,530 2,954
運輸成本 27,369 22,689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34,429 26,284
折舊及攤銷 31,759 26,766
樓宇經營租賃租金 983 864
公用事業收費 3,438 3,215
存貨撇減撥備 8,708 23,776
核數師酬金 – 91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509 322
應酬及差旅費 10,450 7,620
專業服務開支 1,244 1,380
其他 9,725 6,496
   

銷售成本、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總額 5,571,512 3,946,829
   

5. 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 24,127 10,508
銀行承兌票據的利息開支 22,860 16,665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106 (2,212)
   

融資成本總額 48,093 24,961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5,465) (6,528)
   

 42,628 18,433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32,190 32,878
遞延所得稅 (862) (8,649)
   

 31,328 2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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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三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因此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國際商業公司法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
群島所得稅。

由於於財務期間並無於或自香港產生估計應課稅利潤，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於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法定利潤，根據中國稅務法律及法規於
調整若干不須課稅或不可扣減所得稅的收入及開支項目後計算。

7.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97,647 86,46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7,500 750,000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均已換股而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計算。本公司的潛在攤薄普通股為購股權。就購股權而言，已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
所附認購權的貨幣價值，計算可按公平值（基於本公司股份的年度平均市價而釐定）取
得的股份數目。按此計算的股份數目已與假設行使購股權會發行的股份數目作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釐定每股攤薄盈利所用的利潤 97,647 86,46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7,500 750,000

調整：
 －購股權（千份）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的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7,500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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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9. 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160,428 102,938

應收票據
 －銀行承兌票據 341,102 82,531

 －商業承兌票據 7,418 4,000
   

 508,948 189,469

減：減值撥備 (1,264) (766)
   

 507,684 188,703
   

本集團的銷售主要以(i)款到發貨；(ii)6個月內到期的應收票據；及(iii)1至90日的信貸期方式
進行。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30日內 154,475 97,178

 －30日至3個月 1,086 3,970

 －3個月至6個月 4,110 503

 －6個月至1年 26 19

 －1年至2年 526 847

 －2年至3年 205 421
   

 160,428 102,938

應收票據
 －6個月內 348,520 86,531
   

 508,948 189,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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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47,762 19,689

應付票據 864,247 1,119,800
   

 912,009 1,139,489
   

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6個月內 912,005 1,137,969

6個月至1年 – 1,520

1年至2年 4 –
   

 912,009 1,13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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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提升加工設施

無錫加工中心的第五期興建和基礎設施工程已經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完成，並於二
零一一年五月開始逐漸投入提供加工服務。第五期加工中心專注於深加工技術，
將配備板材切割、成形和機械加工設施。現有平台的搬遷及新購機械的安裝亦已
在進行。

杭州加工中心第二期的設計已經完成，預期將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開始動工興建。
此外，我們亦已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在天津加工中心添置數台板材切割和成形
機械。

待上述擴充計劃完成後，本集團總體的深加工能力當能大幅提升。

除加強深加工能力之外，本集團亦將其加工服務伸展至鈦合金、高強度碳鋼和鎳
基合金等其他非不鏽鋼金屬。我們已開始提供液化天然氣項目所用適合於低溫工
作環境的不鏽鋼材料的加工服務，以及手提電話配套件使用的不鏽鋼材料的加工
服務。至於高強度碳鋼方面，我們為起重機吊臂製造商提供加工服務，並且對水力
發電站所用材料進行加工。

成就

隨著安裝更先進的設備及提升加工技術，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已開始為化學品
船製造業、風力發電站建設和液化天然氣儲存生產等行業的高端客戶，提供加工
服務。

根據中國金屬材料流通協會不鏽鋼分會公佈的資料，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江蘇大
明金屬製品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不鏽鋼加工商和流通商代理的排名中再次名列
第一位。另一方面，儘管不鏽鋼價格持續向下，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五月的當月銷
售量亦錄得超過52,000噸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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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展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本集團與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太原鋼鐵集團」）
為成立太原太鋼大明金屬製品有限公司訂立股東協議，該公司為一家在中國成立
的公司，分別由本集團及太原鋼鐵集團擁有60%及40%。將在中國山西省太原市設
立加工不鏽鋼和碳鋼的加工中心，這是繼天津加工中心後，我們與太原鋼鐵集團
的第二個策略性合作項目。此加工中心的目標年加工能力將為300,000噸不鏽鋼和
200,000噸碳鋼。設立這加工中心將有助擴充我們在中國中西部的服務網絡。

前景

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展開無錫加工中心第六期的設計和興建，藉以進一
步加強和補充其深加工能力。

另一方面，在中國江蘇省靖江新建設的加工及物流基地的初步籌備及設計工作，
亦將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展開。本集團亦將會在二零一一年第四季，評估擴充和
搬遷武漢加工中心的計劃。

自本公司刊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以來，本集團的業務
並無重大變動。

財務回顧及分析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錄得的收益、毛利和本公司權益持
有人應佔利潤分別為約人民幣5,742百萬元、約人民幣236百萬元和約人民幣98百萬
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約達人民幣3,893百萬元，而本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則約為人民幣1,525百萬元。

收益

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073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1,669百萬元或41%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5,742百萬元。
該項增加主要乃由於銷售量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19,191噸增
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66,970噸，以及平均售價由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噸人民幣18,581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每噸人民幣21,5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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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主要行業分部分析的收益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零年同期，我們按主要行業分部 

劃分的收益如下：

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行業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機械 2,228,289 38.8 1,469,489 36.1

貿易╱分銷商 1,303,825 22.7 889,058 21.8

石化 607,545 10.6 525,964 12.9

家用五金及電器 583,730 10.2 436,444 10.7

汽車及運輸 213,395 3.7 198,304 4.9

建築 171,712 3.0 164,519 4.0

可再生能源 137,450 2.4 61,780 1.5

其他 495,997 8.6 327,272 8.1
    

總計 5,741,943 100.0 4,072,830 100.0
    

人民幣千元
8.1%

1.5%
4.0%

36.1%

21.8%

4.9%

10.7%

12.9%

2010

(1,469,489)

(889,058)

(327,272)

(61,780)

(164,519)

(198,304)

(436,444)

(525,964)

38.8%

22.7%

8.6%

2.4%
3.0%
3.7%

10.2%

10.6%

2011

(2,228,289)

(1,303,825)

(495,997)

(137,450)

(171,712)
(213,395)

(583,730)

(607,545)

總計 = 人民幣5,741,943,000元 總計 = 人民幣4,072,830,000元

機械
貿易╱分銷商
石化
家用五金及電器

汽車及運輸
建築
可再生能源
其他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機械、貿易╱分銷商、石化以
及家用五金及電器仍為我們的四大客戶分部，其合共佔我們的總收益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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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分析的收益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零年同期，我們按地區劃分的收
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地區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華東 4,222,239 73.5 3,086,592 75.8

華北 611,220 10.7 408,738 10.0

華中 344,073 6.0 253,109 6.2

中國西南 135,901 2.4 101,840 2.5

中國東北 90,393 1.6 70,389 1.7

中國西北 186,146 3.2 71,796 1.8

華南 47,726 0.8 52,554 1.3

海外 104,245 1.8 27,812 0.7
    

總計 5,741,943 100.0 4,072,830 100.0
    

人民幣千元
1.8%
1.3%
0.7%

75.8%

1.7%
2.5%

6.2%

10.0%

2010

(3,086,592)

(27,812)

(52,554)
(71,796)

(408,738)

(253,109)

(101,840)
(70,389)3.2%

0.8%
1.8%

73.5%

1.6%
2.4%

6.0%

10.7%

2011

(4,222,239)

(104,245)

(47,726)
(186,146)

(611,220)

(344,073)

(135,901)
(90,393)

總計 = 人民幣5,741,943,000元 總計 = 人民幣4,072,830,000元

華東
華北
華中
中國西南

中國東北
中國西北
華南
海外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華東地區是消耗國內大部分
不鏽鋼的地區，而我們最大部分的收益亦來自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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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一零年同期，我們的加工中心的銷
售量和加工量如下：

 銷售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加工中心 噸  噸 變幅

無錫 179,727 155,307 +15.7%
武漢 14,184 11,154 +27.2%
杭州 38,479 30,494 +26.2%
天津 34,580 22,236 +55.5%
  

總計 266,970 219,191 +21.8%
  

 加工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加工中心 噸  噸 變幅

無錫 278,789 202,335 +37.8%
武漢 5,925 2,221 +166.8%
杭州 37,655 29,155 +29.2%
天津 26,527 13,344 +98.8%
  

總計 348,896 247,055 +41.2%
  

毛利

毛利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81.5百萬元增至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36.3百萬元，此乃由於銷售量與每噸加工費均有
所上升。每噸毛利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28元增至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85元，升幅約為6.9%，主要由於客戶對
深加工服務的需求有所上升。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7百萬元，減少至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4百萬元，乃由於提供裝載服務的收入
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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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成本

分銷成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5.0百萬元，上升至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1.8百萬元，主要源自二零一一年應酬交
際開支及運輸開支隨著銷售量上升而增加。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約人民幣30.5百萬元上升至約人民幣34.1百萬元，此乃來自本期間內的
法律及專業費用、攤銷僱員購股權開支以及所支付的董事袍金增加。

融資成本，淨額

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8.4百萬元增至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2.6百萬元，乃由於銀行借款及銀行承兌票據
的利息開支因經營規模擴大令融資增加以及國內利率上升而增加。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4.2百萬元，增至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1.3百萬元，主要乃由於經營利潤上升所
致。

本期間利潤

本期間利潤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87.1百萬元，增至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8.1百萬元，增幅約為12.7%。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計值及結算。然而，本集團有若干貿
易應收款項、受限制銀行結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貿易應付款項及借款以外幣計
值（主要是美元及港元），其面臨外幣匯兌風險。

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遠期合約或其他工具對沖其外幣風險。我們的管理層會密切
注意外匯波動，以保證採取足夠的預防措施以防任何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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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資本結構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短期銀行借款約為人民幣1,068.0百萬元。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銀行承兌票據約為人民幣864.2百萬元，而銀行結餘則約為
人民幣558.7百萬元，其中約人民幣432.1百萬元乃主要作為銀行借款及開立銀行承
兌票據及信用證的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分別為37.8%

及25.2%。資產負債比率乃按債務淨額除以資本總額計算。債務淨額乃按借款總額
減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計算，而資本總額乃按權益總額加以債務淨額計算。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發售股份
（包括由於行使超額配股權而發行的股份）合共為287,500,000股。全球發售的所得
款項淨額約為553.4百萬港元，將用作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招
股章程所載的用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127.5百萬元已用於購置加工設備及興建無錫
第五期加工中心，而約人民幣14.2百萬元則用於發展杭州第二期加工中心。並非需
要即時用作上述用途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餘款，已存入香港及中國的持牌銀行作
短期存款。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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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的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除外，該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
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於報告期內，周克明先生同時出任主席兼
行政總裁之職。本公司認為，周克明先生於不鏽鋼行業中擁有豐富經驗，應繼續由
周先生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儘管如此，董事會亦會因應當時的情況，不時
檢討此安排。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年報內刊載的企業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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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董
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所需標準。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
核簡明合併賬目，並與管理層進行討論，委員會認為，本公司已遵守所有適用會計
準則及規定。

中期報告

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寄發予股東。報告亦可於二零一一
年九月九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
站http://www.dmssc.net閱覽。

承董事會命
大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克明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周克明先生、徐霞女士、錢立先生、鄒曉平先生及唐中
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蔣長虹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華民教授、陳學東先生及
卓華鵬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