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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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2689）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銷售額增加��.�%至人民幣��,���.�百萬元。

• 毛利潤上升�.0%至人民幣�,���.�百萬元。

• 毛利率由��.�%減少至��.�%。

• 年內盈利減少�.�%至人民幣�,0��.�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減少��.�%至人民幣0.����元

• 擬派每股末期股息人民幣�.0分（相等於約�.�港仙）。

財務業績

玖龍紙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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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或「玖龍紙業」）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或「本
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一財政年度（「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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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額 � 24,386,905  ��,���,0��
銷售成本 � (20,160,107 ) (��,0��,��� )    

毛利潤  4,226,798  �,���,���

其他收益－淨額 � 106,034  ��,���
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 � (526,400 ) (���,0�0 )
行政開支 � (627,463 ) (���,��� )    

經營盈利  3,178,969  �,��0,0��
財務費用－淨額 � (775,220 ) (���,��0 )    

除所得稅前利潤  2,403,749  �,���,�0�
所得稅開支 � (388,691 ) (���,��� )    

年內盈利  2,015,058  �,���,���    

以下人士應佔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967,838  �,���,���
－非控制權益  47,220  ��,���    

  2,015,058  �,���,���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的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元計）

－基本 � 0.4227  0.����    

－攤薄 � 0.4217  0.����    

股息 � 466,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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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盈利  2,015,058  �,���,���

其他全面收入：
貨幣換算差額  (28,716 ) (��,��� )
現金流量對沖  (7,790 ) (��,��� )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  (36,506 ) (��,��� )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1,978,552  �,���,�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942,368  �,���,0��
 －非控制權益  36,184  ��,���    

  1,978,5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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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38,628,163  �0,���,���
 土地使用權 � 1,515,520  �,���,�0�
 無形資產 �0 234,827  ���,���
 遞延所得稅資產  16,682  –    

  40,395,192  ��,���,�0�    

流動資產
 存貨 �� 2,557,583  �,���,���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5,307,951  �,���,���
 可退回稅項  42,216  ��,���
 受限制現金  97,45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00,254  �,��0,���    

  10,505,454  �,���,�0�    

總資產  50,900,646  ��,���,���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 9,187,231  �,0��,���
 其他儲備  1,200,373  �,���,���
 保留盈利
  －擬派末期股息  373,007  ���,���
  －未分配保留盈利  9,839,100  �,��0,���    

  20,599,711  ��,��0,���

非控制權益  420,949  ���,���    

總權益  21,020,6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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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助金  –  �,���
 貸款 �� 20,973,492  ��,�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905,322  ��0,���    

  21,878,814  ��,���,���    

流動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  �,���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4,803,799  �,���,���
 即期所得稅負債  194,176  ���,���
 貸款 �� 3,003,197  �,0��,���    

  8,001,172  �,���,���    

總負債  29,879,986  ��,���,��0    

總權益及負債  50,900,646  ��,���,���    

流動資產淨額  2,504,282  �,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2,899,4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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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盈利  2,015,058  �,���,���
調整非現金項目╱所得稅╱財務費用  811,202  ���,���
營運資金變動  28,045  (�,���,�0� )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854,305  (��,0��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934,196 ) (�,��0,��� )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6,274,955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95,064  ���,���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40,967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匯兌虧損  (35,777 ) (��,��� )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00,254  �,��0,���    

1. 一般資料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玖龍紙業（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包裝紙、木漿
及高價特種紙的生產和銷售。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七日根據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
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Bermuda。

本公司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除另有列明者外，財務報表均以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呈列。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一
年九月二十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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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此等準則目前不適用於本集
團。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石油及天然氣
  資產以及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就首次採納者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比較性披露資料的有限度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
香港－詮釋第�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對載有按要求償
  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各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的第二次
  改進

(b) 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管理層正在評估該等準則的影
響，尚無法確定是否會導致本集團主要會計政策及財務資料列報發生任何重大變動。

  於當日或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的預付款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詮釋第��號（修訂本）
各香港會計準則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零年）的
  第三次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金融資產的轉讓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修訂本）  採納者的固定日期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的呈列－修改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其他全面收入的
  呈列方式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重新頒佈為香港
  會計準則第��號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聯營公司投資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重新頒佈為香港
  會計準則第��號聯營
  公司及合營企業投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聯合安排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於其他實體權益的披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僱員福利－離職後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及終止福利項目產生
  的經修訂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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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銷售額

本財政年度確認之銷售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包裝紙 24,014,795  ��,���,���
銷售木漿 240,038  ���,��0
銷售高價特種紙產品 132,072  ���,��0   

 24,386,905  ��,���,0��
   

3.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和行政開支的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附註�） 975,395  ���,���
減：已於其他收益淨額中扣除的款項 (4,843 ) (�,��� )
減：已於在建工程中扣除的款項 –  (�,�0� )

 970,552  ���,���
無形資產攤銷（附註�0） 4,716  �,���
僱員福利開支 715,899  ���,���
成品變動 673,992  (�,���,��� )
已耗用原料及耗用品（已抵減索賠額） 18,077,166  ��,��0,0��
運輸 228,398  ���,0��
經營租賃
 －土地使用權（附註�） 31,081  ��,���
 －樓宇 2,404  �,���
核數師酬金 6,900  �,�00
間接出口銷售對應之不可抵扣增值稅項成本 61,878  �0�,���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撥回） 19,000  (�0,0�� )
其他開支 521,984  ���,�0�   

 21,313,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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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電力收益（已扣除成本） 18,651  �,���
利息收入 21,257  �,���
外匯收益淨額 51,115  �,��0
因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改變產生的
 收益╱（虧損）淨額 33,468  (�,��� )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2,803 ) (��,��� )
補助金 47,904  ��,���
火災意外虧損 (27,798 ) –
負商譽 2,189  –
其他 12,051  �0,���   

 106,034  ��,���
   

5. 財務費用－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貸款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883,191  ���,���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124,151  ��,���   

 1,007,342  ���,���
減：已資本化利息 (455,860 ) (���,��� )   

 551,482  ���,���

票據貼現費用 243,987  ��,0��
其他附帶貸款成本 80,667  ��,���
貸款的匯兌收益 (93,126 ) (�,��� )
已解除的對沖儲備 (7,790 ) (��,��� )   

 775,2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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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附註(a)） –  –
 －中國企業所得稅（附註(b)） 247,096  �0�,���   

 247,096  �0�,���
遞延所得稅 141,595  ���,���   

 388,691  ���,���
   

(a)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二零一零年：無）並無任何應課稅利潤，故此並未為香港利
得稅計提撥備。

(b) 中國企業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將內資及外資企
業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統一為��%。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新
企業所得稅法按該等公司期內各自的應課稅收入以法定所得稅稅率��%撥備，惟本公
司若干附屬公司獲免稅待遇或按優惠稅率�.�%、��.�%及��%課稅者除外。

根據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頒佈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起，將對在中國成立的公司向其海外投資者宣派的股息徵收�0%的預扣所得稅。於二
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後來自中國公司所產生利潤的股息均須繳納預扣所得稅。於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就其中國附屬公司之盈利產生任何預扣所得稅（二零
一零年：無），原因為本集團並無計劃於可見未來分派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所產生來自其中國附屬公司之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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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基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人民幣千元） 1,967,838  �,���,���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計） 4,654,889  �,��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4227  0.����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兌換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後，根據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計
算。本公司的攤薄潛在普通股為購股權。購股權根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的貨幣價
值，按公平值（釐定為本公司股份全年平均市價）計算可購入的股份數目。按以上方式計算
的股份數目與假設行使購股權而應已發行的股份數目作比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人民幣千元） 1,967,838  �,���,���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計） 4,654,889  �,��0,���
調整購股權（千股計） 11,049  ��,0��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計） 4,665,938  �,���,���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42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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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分
 （二零一零年：人民幣�.0分） 93,245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分
 （二零一零年：人民幣�0.0分） 373,007  ���,���   

 466,252  ���,���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建議本財政年度每股普通股末期股息人民
幣�.0分，約人民幣���,00�,000元。此擬派股息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反映為應付股息，惟將
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反映作一項分配。

9. 資本開支

   物業、
 土地使用權  廠房及設備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年初賬面淨值 �,���,���  ��,0��,���
在建工程優化 –  ��,���
添置 ���,���  �,���,�0�
稅務優惠 –  (�0�,�00 )
出售 –  (��,��� )
攤銷╱折舊變動（附註�） (��,��� ) (���,��� )
匯兌差額 (�,��� ) (�0,���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年終賬面淨值 �,���,�0�  �0,���,���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年初賬面淨值 1,299,607  30,157,456
收購附屬公司 74,400  1,403,050
添置 177,305  8,333,362
稅務優惠 –  (98,356 )
出售 –  (176,269 )
攤銷╱折舊（附註3） (31,081 ) (975,395 )
匯兌差額 (4,711 ) (15,685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年終賬面淨值 1,515,520  38,62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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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無形資產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的年初賬面淨值 ���,���
添置 �,0�0
攤銷（附註�） (�,���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年終賬面淨值 ���,���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的年初賬面淨值 239,543
攤銷（附註3） (4,716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年終賬面淨值 234,827
   

11. 存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成本：
 原料 1,194,040  �,���,���
 成品 1,363,543  �,0��,���   

 2,557,583  �,���,���
   

確認為開支並列入銷售成本的存貨成本為人民幣�0,��0,�0�,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
��,0�0,���,000元）。

1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下列各方之貿易賬款：
 －第三方 1,985,321  �,���,���
 －有關連人士 18,157  ���,��0   

 2,003,478  �,���,���
應收票據 1,499,009  ���,���
預付款項 222,683  ���,�0�
其他應收款項 1,582,781  ���,��0   

 5,307,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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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0日 1,665,223  �,��0,���
��至�0日 279,661  ���,0��
��至�0日 37,948  ��,���
逾�0日 20,646  ���,���   

 2,003,478  �,���,���
   

鑑於本集團客戶眾多，遍佈全中國，因此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風險並不集中。

本集團向企業客戶銷售所訂立的信貸期約為�0至�0日。

13. 股本

  普通股  普通股  普通股
  數目  面值  面值等值  股份溢價  合計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0�,���  ���,��0  ���,���  �,0�0,0��  �,���,���
配售股份  ���,���,000  ��,���  ��,���  �,�0�,0�0  �,���,���
配售開支  –  –  –  (�0,��� ) (�0,��� )
行使購股權  ��,���,���  �,���  �,���  ��,���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  ���,���  ���,���  �,���,���  �,0��,���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4,629,554,167  462,955  475,132  8,618,615  9,093,747
行使購股權  33,038,453  3,304  2,849  90,635  93,48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4,662,592,620  466,259  477,981  8,709,250  9,18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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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貸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
 －長期銀行貸款 18,490,119  �0,���,���
 －聯合有期貸款 2,483,373  �,���,���
 －優先票據（附註(a)） –  ��0,�0�   

 20,973,492  ��,�0�,0��   

流動
 －短期銀行貸款 1,787,262  �,���,���
 －長期銀行貸款即期部分 30,298  ���,���
 －聯合有期貸款即期部分 831,944  –
 －優先票據即期部分（附註(a)） 353,693  –   

 3,003,197  �,0��,���   

總貸款 23,976,689  ��,���,���
   

附註(a)：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公司知會受託人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悉數
贖回本金額約��,�00,000美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00,000元）的所有未償還優先
票據，根據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所訂契約的條款，贖回價相等於本金額
的�00%另加適用溢價約�,�00,000美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0,000元）以及累計
未付利息。

15.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0日 887,051  �,���,���
��至��0日 58,603  ��,���
���至���日 15,030  ��,���
逾���日 12,052  ��,���   

 972,7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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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擔

(a) 資本承擔

本集團在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重大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一年內 2,520,451  �,���,���
一年後但五年內 515,120  �,���,��0   

 3,035,571  �,���,0��   

已授權但未訂約
一年內 100,000  ���,���
一年後但五年內 300,000  ��0,000   

 400,000  ���,���   

 3,435,571  �,���,���
   

(b) 經營租賃承擔－本集團為承租人

根據關於土地及建築物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支付的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2,760  �,���
一年後但五年內 7,273  �,���
五年後 18,088  ��,�0�   

 28,1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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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向股東派付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分（相等於約�.�港
仙）（二零一零年︰人民幣�.0分）。

董事會已議決建議派付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分（相等於約�.�港
仙），預期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星期五）派付，惟須待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批准，方可作實。末期股息將派發予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
三）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人民幣兌港元乃按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
日之匯率�.00港元兌人民幣0.�����元換算，惟僅供參考。以港元派付股息的實際匯率將
以匯款當日的匯率為準。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止
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於該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
資格獲發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三）下午�時�0分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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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金鐘匯中心��樓）登記。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玖龍紙業作為亞洲最大的箱板原紙生產商，主要生產及銷售多樣化的包裝紙板產品，包
括卡紙（牛卡紙、環保牛卡紙及白面牛卡紙）、高強瓦楞芯紙及塗布灰底白板紙，同時從
事木漿和特種紙的生產和銷售業務。本集團的新產品環保型文化用紙（包括雙膠紙、複印
紙等）及輕塗牛卡紙等亦已順利投產並展開銷售，令本集團能進一步為客戶提供多元化的
產品系列，滿足不同需求。

於本財政年度內，全球經濟復蘇步伐緩慢，加上歐洲債務危機、美國寬鬆貨幣政策等，
令外圍市場持續波動，同時中國受通脹問題影響，宏觀調控的力度加強，對各行各業的
營運都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壓力。在市場氣氛轉趨保守，而成本持續高企的環境中，本集
團於本財政年度審慎經營，嚴控成本和風險，保持生產銷售等各方面正常的經營管理，
同時致力確保於今年計劃完成的發展項目能如期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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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無論在產能規模及銷售均創出歷史新高，而成品庫存現處於較低水
平。計劃於本財政年度建造完成的六台新紙機，全部均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底前投產。
其中，太倉基地新建的二十九號和三十號紙機，分別用於製造牛卡紙和低克重高強瓦楞
芯紙，設計年產能分別為�0萬噸和�0萬噸，已於二零一零年底投產；東莞基地新建兩台
紙機，其中二十七號紙機用於製造塗布灰底白板紙、食品級、醫藥級白卡紙，設計年產
能為��萬噸；二十八號紙機用於環保型文化用紙（包括雙膠紙、複印紙等）的生產，設計
年產能為��萬噸；天津基地亦建成三十一號紙機和三十二號紙機，分別用於生產再生牛
卡紙和牛卡紙，設計年產能各為�0萬噸。在紙機改造方面，位於東莞生產輕塗牛卡紙的
三號紙機、太倉基地用於生產輕塗牛卡紙的二十號紙機以及用於生產環保型文化用紙的
二十一號紙機，目前亦已經改造升級完畢，設計年產能分別為�0萬噸、��萬噸以及�0萬
噸。

除了在中國的四大生產基地（東莞、太倉、重慶及天津）之外，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完成
購買河北永新紙業有限公司（「河北永新」）的��.��%控股股權，以擴大本集團於華北地區
的市場份額，並為本集團於天津及瀋陽的基地帶來協同效應，進一步加強本集團在未來
的競爭力及鞏固其行業龍頭地位。此外，四川樂山、內蒙及越南項目均運營理想。

現時本集團之總設計年產能已達到�,���萬噸，其中逾��%生產高盈利產品，包括塗布
灰底白板紙、食品級、醫藥級白卡紙、輕塗牛卡紙、環保型文化用紙（雙膠紙、複印紙
等），較上一財政年度的約��%大幅提高，創造本集團在未來提升盈利的空間。

隨著六台新建紙機和三台改造紙機的投產，二零一一年是玖龍紙業創立以來的發展高峰
年。從二零一二年開始，本集團將邁向下一個穩步發展的階段，根據各基地的本地市場
供需環境，以及集團本身的財務情況，進一步拓展業務，提升盈利回報。

業務策略

我們相信，目前市場欠佳、流動性緊張的環境，是經濟週期中所必經的。全球經濟波
動，而中國的通脹問題也未必能即時解決，令本集團在未來一年間仍須繼續以保守的態
度進行日常營運。不過，中國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相對其他經濟體系，可長期保持穩
步增長，不論在城市或鄉鎮市場，中國的消費需求都在不斷上升中，加上政府「十二五」
規劃的推動，將為本集團提供良好的增長潛力。在過去的幾年間，玖龍按市場情況制定
了長線策略性發展計劃，並每年投入人民幣數十至上百億元的資金來陸續實現此等計
劃，加上在管理、生產和營銷上的多年籌劃和資源積累，將可令本集團在未來成功捕捉
不可多得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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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地理位置上富有前瞻性地佈局全國，現已形成六大基地的戰略優勢。未來位於
瀋陽和泉州的新建造紙基地，結合已在營運中的東莞、太倉、重慶、天津四大造紙基
地，令本集團在環渤海經濟圈、中國中西部和東北、海峽西岸、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
洲等主要製造業中心各有據點，已能大致完成中國大陸市場的覆蓋佈局，進一步加強本
集團在未來的競爭力及鞏固其行業龍頭地位，並為客戶帶來更優良的產品和更完善的服
務。除此兩處新基地之外，本集團目前並無新增大規模造紙基地計劃。

積極拓展產能 優化產品組合

除傳統包裝紙產品之外，集團不斷整合資源並進行產品優化，將新建和改造紙機用於高
盈利產品的生產製造。在塗布灰底白板紙、食品級、醫藥級白卡紙產品的生產方面，東
莞基地的二十七號紙機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底前建成投產，天津基地的三十四號紙機和
重慶基地的三十三號紙機預計分別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底前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底前建
成，三台紙機的設計年產能各為��萬噸。在環保型文化用紙（包括雙膠紙、複印紙等）的
生產方面，東莞基地新建的二十八號紙機和太倉基地改造的二十一號紙機也已於二零一
一年六月底前分別完成建設及改造。在輕塗牛卡紙方面，東莞基地的三號紙機和太倉基
地的二十號紙機均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底前完成改造。這些紙機全部完成投產後，將可
令高盈利產品的總設計年產能躍升至去年此類產能規模的四倍，達到���萬噸。

位於福建泉州的中型造紙基地計劃分別生產牛卡紙和再生牛卡紙的三十五號紙機和三十
六號紙機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底前投產，設計年產能分別為��和�0萬噸；瀋陽基地方
面，第一期兩台新建紙機預期將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底前投產，分別是用於生產牛卡紙
和再生牛卡紙的三十七號和三十八號紙機，設計年產能各為��萬噸。

以上六台新紙機的投產日期均較早前計劃的稍為延後，以便本集團在目前欠佳的市場情
況下更有效地調配資源。此等新紙機分佈不同基地，將可在產品類型上滿足該等地區客
戶的不同需求和本地市場供應不足的狀況，當新紙機全部投產後，本集團的總設計年產
能將增加至�,��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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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二零一零年建設完成投產的造紙機

造紙機 地點 產品 設計年產能 投產日期

二十九號（新建） 太倉 牛卡紙 �00,000噸 十二月底

三十號（新建） 太倉 低克重高強瓦楞芯紙 �00,000噸 十二月底

已於二零一一年建設完成投產的造紙機

造紙機 地點 產品 設計年產能 投產日期

三號（改造） 東莞 輕塗牛卡紙 �00,000噸 六月底前

二十號（改造） 太倉 輕塗牛卡紙 ��0,000噸 六月底前

二十一號（改造） 太倉 環保型文化用紙 �00,000噸 六月底前
   （包括雙膠紙、複印紙等）

二十七號（新建） 東莞 塗布灰底白板紙、 ��0,000噸 六月底前
   食品級、醫藥級白卡紙

二十八號（新建） 東莞 環保型文化用紙 ��0,000噸 六月底前
   （包括雙膠紙、複印紙等）

三十一號（新建） 天津 再生牛卡紙 �00,000噸 六月底前

三十二號（新建） 天津 牛卡紙 �00,000噸 六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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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建設完成投產的造紙機

造紙機 地點 產品 設計年產能 計劃完成日期

三十四號（新建） 天津 塗布灰底白板紙、 ��0,000噸 七月底前
   食品級、醫藥級白卡紙

三十三號（新建） 重慶 塗布灰底白板紙、 ��0,000噸 十二月底前
   食品級、醫藥級白卡紙

計劃於二零一三年建設完成投產的造紙機

造紙機 地點 產品 設計年產能 計劃完成日期

三十五號（新建） 泉州 牛卡紙 ��0,000噸 六月底前

三十六號（新建） 泉州 再生牛卡紙 �00,000噸 六月底前

三十七號（新建） 瀋陽 牛卡紙 ��0,000噸 十二月底前

三十八號（新建） 瀋陽 再生牛卡紙 ��0,000噸 十二月底前

本集團於中國六大基地之設計產能（包括河北永新）

（按產品分類）

（百萬噸╱年） 2011年6月 2012年12月 2013年12月

卡紙類 �.�0 �.�0 �.��
瓦楞芯紙類 �.�0 �.�0 �.�0

輕塗牛卡紙類* 0.�� 0.�� 0.��
塗布白板紙類* �.�0 �.�0 �.�0
環保型文化用紙類* 0.�� 0.�� 0.��   
*高盈利產品合計 �.�� �.�� �.��

   

總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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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產品分佈）

 2011年6月 2012年12月 2013年12月

卡紙類 ��.�% ��.�% ��.�%
瓦楞芯紙類 ��.�% ��.�% ��.�%

輕塗牛卡紙類* �.�% �.�% �.�%
塗布白板紙類* ��.�% ��.�% ��.�%
環保型文化用紙類* �.0% �.�% �.�%   
*高盈利產品合計 ��.�% ��.�% ��.�%
   

總計 �00.0% �00.0% �00.0%   

（按基地地點分佈）

 2011年6月 2012年12月 2013年12月

東莞 ��.0% ��.�% ��.�%
太倉 ��.�% ��.�% ��.�%
重慶 �.�% ��.0% �.�%
天津 ��.�% ��.�% ��.�%
泉州 – – �.�%
瀋陽 – – �.�%
河北永新 �.�% �.�% �.�%   

總計 �00.0% �00.0% �00.0%   

中國六大基地的造紙機數目

（按基地地點分佈）

（台） 2011年6月 2012年12月 2013年12月

東莞 �� �� ��
太倉 � � �
重慶 � � �
天津 � � �
泉州 – – �
瀋陽 – – �   

總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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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ERP系統優勢 規範集團管理制度

玖龍紙業一向重視管理系統的優化工作，並將繼續發揮ERP系統在管理上的優勢，嚴格
控制庫存及成本。本集團委任了SAP公司建立先進的全面管理系統平台，繼集團ERP管
理系統在四大基地全部上線之後，二零一一年四月底，ERP管理系統工程二期啟動。對
於快速發展的玖龍紙業而言，這一逐步優化的管理系統，有效地協調和規範了各基地及
部門的工作，為未來業務擴展和風險控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支援。

投資基礎設施以鞏固規模經濟效益

(1) 電力資源

本集團在日常營運中需要運用大量電力及蒸汽以支持大規模而穩定的生產。因此，
本集團設置自有的中央燃煤發電廠，在東莞、太倉、重慶及天津四大主要基地的總
裝機容量為�,���兆瓦，可提供充足穩定的電力，同時提供蒸汽用於生產過程中的烘
乾流程。為紙機運行配套的熱電聯產設施有助於節省能源成本及寶貴的土地資源。
由於熱能效率高及耗煤量低，相比向第三方購買電力，採用本集團發電廠所生產的
電力可有效節省成本。

煤炭作為本集團的大宗原料之一，其採購是決定盈利的重要環節，因此本集團十分
重視煤炭採購。本集團以最低價格向穩定可靠的供應商採購煤炭把成本控制到最佳
水平，同時積極降低煤炭成本，直接向煤炭分銷商採購所有所需煤炭，自行安排以
較大型船舶運輸。本集團在太倉及重慶均擁有自有碼頭直接接收煤炭，並在各基地
投資建設全自動封閉式圓形煤倉，可以有效提升效率、減少浪費，同時大大改善本
集團的環保標準。

(2)	 土地資源

隨著集團基地數目的增加及生產規模的擴張，本集團必須儲備足夠的土地，以抓緊
經濟復蘇及行業整合之際的市場先機，為集團目前的經營運作以及未來的業務發
展做好準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獲得�.��百萬平方米的土地使 
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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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輸基礎設施

為減低港口裝卸費用、避免交通瓶頸以及善用航運和內陸水道便捷的交通優勢，本
集團已於太倉及重慶興建一個自有船運碼頭。現時太倉基地的船運碼頭可容納載重
達�萬噸的遠洋貨輪。本集團已取得所有必須的許可證，經營自用船運碼頭並可向第
三方提供裝卸服務。太倉碼頭目前主要用於接收煤炭，年裝卸能力達��0萬噸。重慶
的集裝箱碼頭和散貨碼頭年吞吐量為�00萬噸，為基地提供物流保障，並連接一條鐵
路支線，以提高基地的營運效率及增加其運輸服務的靈活性。

繼續保持環保投入 投身慈善彰顯企業責任感

沒有環保就沒有造紙，本集團一直以可持續發展為重要經營理念。「十二五」規劃對企
業環保和節能減排的要求將更趨嚴格，玖龍繼續貫徹自創立以來一直積極執行的環保節
能工作，更主動配合國家相關發展政策，保持在環保上的投入，將節能減排貫徹於生產
中，通過控制化學需氧量（COD)、污水處理、污泥乾化及沼氣脫硫後焚燒發電等環保項
目，使得集團的環境管理和生產效率充分結合在一起，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應。本集團於
本財政年度持續取得ISO��00�環境管理認証。

本集團率先研發的廢水處理污泥乾化技術，不但為集團在日常營運上節省資源，取得更
大的環保效益，亦為玖龍贏得了第二屆全國造紙行業節能減排優秀技術創新成果一等
獎，讓集團在環保方面繼續保持了行業龍頭地位，此項技術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進行
了專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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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廢紙採購方面，本財政年度內國廢採購已經佔本集團廢紙採購的約��.�%；未來，
本集團計劃將國廢採購佔廢紙總採購的百分比提升至�0%以上，既可平衡國際廢紙市場
波動對營運的影響，也可彰顯集團作為企業公民對社會的責任感，和作為亞洲第一大包
裝紙生產商對環境保護和帶動市場的使命感。

此外，玖龍紙業更積極投身社會服務，成立「公益事業專項基金」，並於本財政年度內共
捐出人民幣��.0百萬元作慈善用途。為了扶助貧困地區的失學青年，集團每年在全國各
地的貧困地區招聘近百名失學高中生，並全費資助他們在國內的高等學校學習，於畢業
後聘用這些學生至各相關的工作崗位。本財政年度，集團更榮獲中華全國總工會授予「全
國工人先鋒號」的稱號。

培養人才達成雙贏

本集團一直堅持「以人為本、公平公正」的企業信念，並相信擁有優質的人力資源，才能
提高本集團整體的競爭力及凝聚力。目前本集團擁有約��,�00名全職僱員。於本財政年
度，有關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百萬元。本集團重視人才培養，致力
推行持續性員工發展計劃，提供職業培訓及晉升機會，為員工構建更大的事業發展空間
的平台，同時為集團儲備未來的優秀人才，以滿足集團產品多元化、基地數目增加、客
戶網絡日趨壯大的人才需求，達成集團及員工互利的雙贏模式。本集團的職業健康及安
全管理系統持續取得OHSAS��00�認證。

財務回顧

銷售額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本集團銷售收入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增加
約��.�%。本集團的主要銷售收入來源仍為包裝紙業務，佔銷售收入約��.�%，其餘銷售
收入則約佔�.�%，來自木漿和高價特種紙產品業務。

主要由於本集團包裝原紙產品銷量大幅增加，導致本集團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銷售收入
較上一財政年度增加約��.�%。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卡紙、高強瓦楞芯紙及塗布灰底
白板紙的銷售收入分別佔總銷售收入約��.�%、��.�%及��.�%，上一財政年度則分別為
��.�%、��.0%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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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包裝原紙設計年產能為�0.�百萬噸，其中卡紙、高強
瓦楞芯紙及塗布灰底白板紙分別為每年�.�百萬噸、�.�百萬噸及�.�百萬噸。於二零一一
財政年度，本集團包裝原紙產品總銷量約為�.�百萬噸，較上一財政年度上升約��.�%。
包裝原紙銷量增加，是由於天津新推出的二十五號及二十六號造紙機以及太倉的二十九
號及三十號造紙機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及二零一一年五月開始商業營運，及現有造紙
生產線生產效率大幅提升所致。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卡紙、高強瓦楞芯紙及塗布灰底白板紙的銷量分別增加約��.�%、
��.�%及��.�%。

本集團的銷售額繼續主要來自國內市場（尤其是卡紙及高強瓦楞芯紙業務）。於二零一一
財政年度，國內消費相關的銷售收入佔本集團總銷售收入約��.�%，而餘下銷售收入約
��.�%主要為售予外資加工企業的銷售額，均以外幣結算。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本集團五大客戶的銷售額合共佔本集團銷售收入約�.�%（二零一零
財政年度：�.�%），其中最大單一客戶的銷售額約佔�.�%（二零一零財政年度：�.�%）。

毛利潤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毛利潤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上一財政年度的人民幣�,���.�
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百萬元或增加約�.0%。毛利率自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減
少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毛利率減少主要是由於所使用主要原料如廢紙及煤價於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維持相對較高的水平以及本集團無法如二零一零財政年度將所有上漲
成本轉嫁客戶。

其他收益－淨額

本集團的其他收益（淨額）由上一財政年度的人民幣��.�百萬元增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
人民幣�0�.0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人民幣升值產生的匯兌收益淨額以及二零一一財政年
度獲取政府津貼大幅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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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開支及市場推廣成本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約為人民幣���.�百萬元，相對於二零一零財政
年度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約��.�%。銷售及分銷成本總額佔本集團銷售收入的百分
比由上一財政年度的�.0%稍微增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增加
乃由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銷量增加及地域覆蓋擴闊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上一財政年度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約�0.�%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
幣���.�百萬元。行政開支金額佔本集團銷售收入的百分比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及於二零
一零財政年度相對穩定，分別維持於�.�%及�.�%。回顧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內的增加，主
要由於新造紙機及新生產基地開始營運而產生額外管理及行政成本。

經營盈利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經營盈利約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增加約�.�%。
經營盈利率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下跌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0%，乃由於毛利
率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下跌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

財務費用－淨額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財務費用（淨額）較上一財政年度人民幣���.�百萬元增加約��.�%
至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銀行貸款由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
��,���.�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百萬元，為擴充產能提供
資金，及票據貼現費用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人民幣��.�百萬元大幅增加至二零一一財
政年度約人民幣���.0百萬元，以撥付其營運資金。

所得稅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上一財政年度稍微增加約人民
幣��.�百萬元。

本集團的平均實際稅率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增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乃
由於在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獲豁免企業所得稅的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
享受優惠稅率所致。



- �� -

純利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上一財政年
度減少約人民幣���.�百萬元或減少約�.�%。倘不包括贖回所有未償還優先票據所支付的
溢價約人民幣��.�百萬元、火災意外虧損撥備約人民幣��.�百萬元以及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虧損淨額約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約為
人民幣�,0��.�百萬元或較二零一零財政年度減少約�.�%。

股息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內，本集團已派付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分，合共約人民幣��.�百
萬元。董事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分，合共約人民幣���.0百萬元。二零一一財
政年度內股息總額為每股人民幣�0.0分，較上一財政年度減少每股人民幣�.0分。派息率
亦由上一財政年度的��.�%減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

重大收購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本集團與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按代價人民幣���,000,000元收購河
北永新紙業有限公司之��.��%股權。河北永新主要從事箱板原紙產品之製造及銷售。

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存貨減少約人民幣�,�0�.�百萬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合共
約人民幣�,���.�百萬元，較上一財政年度減少約��.�%。存貨主要包括約人民幣�,���.0
百萬元的原料（主要為廢紙、木漿及備件）以及約人民幣�,���.�百萬元的成品。

原料由上一財政年度的人民幣�,���.�百萬元減少約�0.�%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
�,���.0百萬元。

成品由上一財政年度的人民幣�,0��.�百萬元減少約��.�%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
�,���.�百萬元。

因此，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原料週轉天數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天減至約��天，而
成品週轉天數則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天減至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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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增加約人民幣���.�百萬元，合共約人民幣
�,�0�.�百萬元，較上一財政年度的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增加約��.�%。應收貿易賬款
及應收票據增加乃由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銷售收入大幅增加。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內，應
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週轉天數約為��天，與二零一零財政年度持平。這與本集團給予
其客戶�0天至�0天信貸期相符。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減少約人民幣���.�百萬元，合共約人民幣
�,���.�百萬元，較上一財政年度的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減少約�.�%。二零一一財政
年度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週轉天數約為��天，與大部分供應商給予的信貸期相若。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所需營運資金及長期資金主要來自經營現金流量及銀行貸
款，本集團的財務資源用於其資本開支、經營活動及償還貸款。

本集團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人民幣���.�百萬元增至二零一
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0�.�百萬元，增加約���.�%。增加主要是由於營運資金變動以及
（特別是）大幅減少存貨至相對較低水平所致。有關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備用財務
資源，本集團有未使用銀行融資總額約人民幣��,�00.�百萬元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受
限制現金約人民幣�,���.�百萬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股東資金約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上一財政年度增加約
人民幣�,���.�百萬元。每股股東資金由人民幣�.��元增加約�.0%至約人民幣�.��元。

債務管理

本集團的未償還銀行貸款由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百萬元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百萬元。短期及長期貸款分別約
人民幣�,00�.�百萬元及約人民幣�0,���.�百萬元，分別佔貸款總額約��.�%及約��.�%。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0%債務為無抵押債項。

本集團的淨債務與權益總額比率由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增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約�0�.�%。董事會將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淨債務與權益總額比率，並且逐步減少銀行
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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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制定庫務政策以更有效控制庫務運作及降低資金成本。因此，本集團為所有業務
提供的資金及外匯風險均由本集團統一檢討及監控。為控制個別交易的外幣匯率及利率
波動風險，本集團以外匯貸款、外匯結構工具及其他相關的金融工具對沖重大風險。本
集團的政策為不利用任何衍生產品進行投機活動。

庫務政策符合本集團以下目標：

(a) 減低利率風險

以貸款再融資及洽商貸款安排達成。董事會將繼續密切監察本集團貸款組合，比較
現有協議的貸款利率與當時不同貨幣及銀行新貸款的貸款利率。

(b) 減低貨幣風險

基於現時貨幣市場波動，董事會密切監控本集團外幣貸款。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外幣貸款總額相當於約人民幣�,���.�百萬元，以人民幣計值的貸款約為人民幣
��,���.�百萬元，分別佔本集團貸款約��.�%及��.�%。

貸款成本

長期銀行貸款及短期銀行貸款的平均貸款成本，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分別約為每年�.�%
及�.�%，而二零一零財政年度則分別為每年�.�%及�.�%。利息總額及融資費用（計及
已資本化利息但未計及利息收入及衍生金融工具的影響）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人民幣
���.�百萬元增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百萬元。

資本開支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本集團已投資約人民幣�,��0.�百萬元興建廠房、購買廠房、機器
設備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該等資本開支全部由內部資源及銀行貸款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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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承擔主要用於樓宇、廠房及機器設備，在財務報表上已訂約但未撥備
約人民幣�,0��.�百萬元。以上承擔主要用於建設三十三號至三十六號造紙機以擴充本集
團產能；改善若干現有生產線以達致更好的成本控制及提高盈利能力。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本公司已悉數贖回所有未償還優先票據，贖回價相等於本
金額的�00%即約��,�00,000美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00,000元），另加適用溢價約
�,�00,000美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0,000元）以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止的累計未
付利息約�,�00,000美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0,000元）。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支付的贖回價為約��,�00,000美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00,000元）。

未來展望

儘管市場在目前及未來一年間仍不能樂觀，本集團將繼續以保守的態度審慎經營；但我
們深信，要成功捕捉市場機遇，並在銷售、客戶基礎、集團營運等各方面都得以提升，
必須藉由擴充規模效益和不斷優化集團資源，再加上市場環境的持續改善及市場整合的
步伐加快才得以完成。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未來，集團定會發揮長期以來建立的優
勢，作為中國擁有最豐富資源的造紙企業，充分利用現有的管理和財務實力，持續穩健
發展，於不久將來即可為股東帶來更佳的投資回報。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
上市證券。

財務報表審閱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並由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無保留意見之核數師報告將刊載於致
股東年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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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內，本集團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所載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及（如適用）建議最佳守則條文。

遵守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
董事已確認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條文。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一）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
通告將於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上市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之網站
（www.ndpaper.com）刊登。

致謝

過去本集團的成就實在是管理層及全體員工努力達致的成果。除了感謝管理層及員工
外，本人亦藉此機會向各級政府表示衷心感激，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營商環境及有力幫
助，使我們的業務得以茁壯發展。我們亦由衷感謝股東、投資者、銀行、客戶及業務夥
伴對本集團鼎力支持，並希望他們於未來繼續與我們分享豐碩的成果。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茵女士 鄭志鵬博士
劉名中先生 譚惠珠女士
張成飛先生 鍾瑞明先生
張元福先生 王宏渤先生
劉晉嵩先生
高靜女士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張茵

香港，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