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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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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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X FERTILISER LTD.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

（在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866）
（新加坡股份代號：B9R）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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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上年度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收入 4,5 3,688,233 2,851,403
銷售成本 (3,181,860) (2,487,342)

毛利 4 506,373 364,061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23,986 16,664
銷售及分銷費用 (70,500) (38,686)
一般及行政開支 (136,059) (104,150)
其他開支 (20,025) (8,461)
財務成本 6 (78,930) (53,447)

除稅前盈利 7 224,845 175,981
所得稅開支 8 (44,337) (31,410)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80,508 144,571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16,073) –
　損益賬內減值虧損之重新分類調整 16,073 –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 –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180,508 144,571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分） 10 17.96 14.46

攤薄（人民幣分） 10 17.96 14.46

於年內建議的股息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第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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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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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542,168 2,414,54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1 89,165 89,860
商譽 6,950 –
煤礦開採權 41,763 –
可供出售投資 – 21,778
預付款項 11 216,822 4,098

2,896,868 2,530,281

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投資 5,705 –
存貨 593,114 353,922
貿易應收款項 12 28,725 13,567
應收票據 12 2,050 18,720
預付款項 116,533 73,957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339 7,461
可收回所得稅 7,263 15,895
已抵押存款 10,000 18,78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4,098 162,773

1,290,827 665,075

總資產 4,187,695 3,195,356

流動負債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63 723
貿易應付款項 13 120,843 40,152
應付票據 14 – 37,50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36,373 265,049
應付所得稅 864 –
遞延補貼 3,465 3,960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541,000 200,000

1,002,708 547,384

淨流動資產 288,119 117,6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184,987 2,64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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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067,091 1,023,411
遞延稅項負債 56,219 35,071

1,123,310 1,058,482

總負債 2,126,018 1,605,866

淨資產 2,061,677 1,589,490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836,671 836,671
可換股債券 321,996 –
法定儲備金 133,655 110,678
保留溢利 732,355 612,141
建議末期股息 37,000 30,000

權益總額 2,061,677 1,589,490

總權益及負債 4,187,695 3,19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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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是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根據新加坡公司法在新加坡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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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333 North Bridge Road, #08-00 
KH KEA Building, Singapore 188721。本集團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河南省新鄉經濟開發區西區。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
是生產及銷售尿素、複合肥料、甲醇、液氨及氨溶液。

2.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新加坡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的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新加坡財務
報告準則」）（其包括所有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新加坡財務報告詮釋（「新加坡財務報告詮
釋」））編製而成。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方法編製而成，惟以公平值計量之可供出售投資除外。此等財
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除另有指明外，表內所有價值乃湊整至最接近的千
位（「人民幣千元」）。

3. 會計政策的變動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過往財政年度一致，惟於本財政年度除外，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於二零
一一年一月一日或該日之後開始之年度財政期間強制採納之準則及詮釋。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32號修訂本金融工具呈列－供股的分類

• 新加坡財務報告詮釋第119號以股權工具清償財務負債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01號修訂本首次採納者毋須按照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07
號披露比較資料之有限豁免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關連方披露

• 新加坡財務報告詮釋第114號修訂本最低資本要求的預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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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財務報告詮釋第115號建設房地產協議

•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對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01號修訂本首次採用財務報告準則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03號修訂本業務合併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07號修訂本財務工具：披露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的呈列
－ 因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而產生對修訂的過渡規定的

修訂本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34號修訂本中期財務報告
－ 新加坡財務報告詮釋第113號修訂本客戶忠誠計劃

採納該等準則及詮釋不會對財務報表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或其呈列方式產生重大影響。

4.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其產品劃分為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三個可申報經營分部：

－ 生產及銷售尿素

－ 生產及銷售複合肥料

－ 生產及銷售甲醇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本集團收購一家從事煤礦開採及煤炭銷售的附屬公司。然而，董事
認為，本年度收購該新的附屬公司是於接近年底完成，該新附屬公司於本集團收購後開展
的經營十分有限，故資產及負債就分部申報而言並不重大。因此，另立經營分部以披露該
附屬公司所經營之煤礦開採業務並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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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主要業務對業績的貢獻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尿素 複合肥料 甲醇 其他 對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給外部客戶 2,409,012 849,236 422,480 7,505 – 3,688,233
分部間銷售 283,255 – – 12,832 (296,087) –

總收入 2,692,267 849,236 422,480 20,337 (296,087) 3,688,233

分部盈利╱（虧損） 406,492 127,089 (27,114) (94) – 506,373
利息收入 1,596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22,390
未分配開支 (226,584)
財務成本 (78,930)

除稅前盈利 224,845
所得稅開支 (44,337)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 180,508

其他分部資料：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16,07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18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2,10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166
煤礦開採權攤銷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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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尿素 複合肥料 甲醇 其他 對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給外部客戶 1,863,208 594,214 385,298 8,683 – 2,851,403
分部間銷售 167,385 – – 7,074 (174,459) –

總收入 2,030,593 594,214 385,298 15,757 (174,459) 2,851,403

分部盈利╱（虧損） 306,361 67,585 (10,094) 209 – 364,061
利息收入 456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16,208
未分配開支 (151,294)
財務成本 (53,447)

除稅前盈利 175,981
所得稅開支 (31,410)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 144,571

其他分部資料：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38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5,90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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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為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出售貨品並扣除相關稅項、退貨及折扣後的淨發票價值。本
集團的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銷售貨品 3,688,233 2,851,403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596 456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720 –
銷售副產品 5,356 5,269
來自關連方的服務費收入 60 112
遞延補貼攤銷 495 495
補助金收入 6,667 8,020
罰金收入 7,798 –
其他 1,294 2,312

其他收入總額 23,986 16,664

6. 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
 銀行透支及其他貸款的利息 79,848 53,187
須於五年後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
　銀行透支及其他貸款的利息 5,687 –
政府貸款的利息 232 260

85,767 53,447
減：資本化利息 (6,837) –

78,930 5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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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盈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盈利乃經扣除：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存貨成本 3,181,860 2,487,34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2,100 165,90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166 1,722
煤礦開採權攤銷 138 –
經營租約項下的最低租金付款：
 土地 1,410 356
 樓宇 480 948

1,890 1,304

核數師酬金 1,480 1,443
僱員福利開支：
 薪金及花紅 139,889 93,510
 定期供款計劃的已供款部分 21,377 14,176
 福利開支 7,262 4,997

168,528 112,683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16,073 –
未變現匯兌虧損 1,095 4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182 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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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本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於本年度須按17%（二零一零年：17%）的所得稅稅率繳納稅
項。

於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所在的國家現行的稅率計算。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於中國內地須按所得稅稅率25%（二零一零年：25%）繳納稅項。根據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其中一間附屬公司有權於首兩年享有所得稅之
全數豁免，並於其後三年獲減免50%之所得稅。該附屬公司已選定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為釐定稅務優惠期的第一個盈利年度。因此，該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
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豁免所得稅，並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二零一
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獲減免50%稅項（即12.5%）。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中國
 年度稅項 32,621 23,04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358 128
遞延稅項 11,358 8,239

本年度稅項開支總額 44,337 31,410

9.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3.70分
 （二零一零年：人民幣3.00分） 37,000 30,000

於年內建議的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始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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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及年內已發行普
通股加權平均數1,005,304,000股（包括年內已發行之強制性可換股工具）（二零一零年：
1,000,000,000股）計算得出，並經調整以反映年內已發行之可換股債券。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得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80,508 144,571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包括年內已發行之
　強制性可換股工具） 1,005,304,000 1,000,000,000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物業、廠房及設備和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等方面的資本性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481百萬元，主要由以下各項組成：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百萬元

現有生產設施升級 70
複合肥倉庫擴張 16
新建三廠（附註1） 22
專用鐵路線項目（附註2） 8
新建四廠（附註3） 269
土地使用權 96

總計 481



12

附註：

1. 三廠（「三廠」）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完成建設。三廠是二廠的擴展，擁有年設計產能約
527,000噸尿素及95,200噸甲醇的生產項目，位於中國河南省新鄉經濟開發區青龍路
東區。

2. 鐵路線是由新鄉火車東站伸展至二廠的建設，令本集團能從廠房直接裝載及卸載其
產品和原材料，並減少往來廠房與新鄉火車站的陸路運輸。

3. 四廠（「四廠」）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開始興建，是二廠及三廠的擴展工程，擁有年設
計產能約800,000噸尿素。

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28,725 13,567

應收票據 2,050 18,720

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於30至90日內清償，按其原有發票金額（即其於初步確認時的
公平值）確認。本集團的應收票據為免息及一般於90至180日內清償。貿易應收款項及應
收票據以人民幣計值。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交易條款主要為預付款項，若干客戶或可取得信貸期。各客戶有信貸期
上限。本集團尋求維持對其尚未到期的應收款項的嚴格控制，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
餘會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鑒於上文所述，加上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分佈於大量分散
的客戶，故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保
證。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於申報期末的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及已扣除撥備）如下：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 20,256 13,131
1至3個月 1,842 276
3至6個月 6,625 160
6至12個月 2 –

28,725 1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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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於申報期末的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如下：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 37,048 3,223
1至3個月 77,608 34,696
3至6個月 3,288 688
6至12個月 2,596 239
12個月以上 303 1,306

120,843 40,152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於30至90日內清償。貿易應付款項以人民幣計值。

14. 應付票據

本集團的應付票據平均於90至180日內到期，且為免息。應付票據以定期存款人民幣
10,000,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18,780,000元）抵押。應付票據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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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I) 業務回顧

銷售收入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銷售收入大幅增長了約人民幣837百萬元或29.3%，由
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約人民幣2,851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
3,688百萬元。增加乃由於尿素、甲醇及複合肥料的平均售價增加，以及尿素
及複合肥料的銷量增加。

尿素

尿素的銷售收入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約人民幣1,863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546
百萬元或約29.3%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2,409百萬元。該增加乃主要
由於平均售價上漲約21.4%所致。尿素銷量亦增加約6.5%，乃由於銷售結轉
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的存貨所致。

甲醇

甲醇的銷售收入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約人民幣38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37百萬
元或約9.7%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422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平均
售價增加約16.1%，儘管在甲醇在虧損時的銷量下降約5.5%。

複合肥料

複合肥料的銷售收入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約人民幣594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255百萬元或約42.9%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849百萬元。該增加主要
由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銷量增加約18.0%，此乃由於銷售結構朝盈利能力
更高的複合肥料轉變所致。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複合肥
料平均售價亦上漲21.1%。

盈利能力

整體毛利率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12.8%增長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13.7%，
原因是尿素及複合肥料的毛利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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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

尿素銷售的毛利率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約16.4%上升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
16.9%，乃由於尿素平均售價有所增加。由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平均成本較
二零一零財政年度增加20.8%，尿素平均售價增加21.4%。二零一一財政年度
平均售價增加，主要由於高峰期的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平均售價增加、啟動
化肥出口及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因工業生產利用率低導致存貨水平趨緊。

甲醇

甲醇的毛利率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2.6%的虧損降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6.4%的
虧損。此乃由於煤價及電價上漲導致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甲醇的平均銷售成本
較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上漲約20.4%。但由於中國對甲醇的下游需求疲軟，致
使甲醇平均售價僅增加16.1%。

複合肥料

複合肥料的毛利率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約11.4%大幅增加至二零一一財政年
度的15.0%。主要由於較平均銷售成本增加的約16.2%，複合肥料的平均售價
增加約21.1%。與尿素類似，由於處於高峰期及存貨水平趨緊，複合肥料的
平均售價在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猛升。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7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7百萬元至二
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24百萬元，主要是由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罰金收
入人民幣8百萬元所致。該罰金收入為一名客戶因取消訂單而作出的賠償。

銷售及分銷費用

銷售及分銷費用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39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32百
萬元或82.2%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71百萬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搬
運貨物至港口所產生之複合肥料出口相關銷售及分銷費用、港口裝卸費、出
口關稅及運費增加約人民幣15百萬元所致。二零一一財政年度複合肥料出口
約50,000噸，而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為零。本集團於同意客戶的出口售價中已
將該等費用考慮在內。複合肥料銷售及分銷成本亦有增加，乃由於新實施銷
售團隊激勵計劃導致員工成本增加約人民幣6百萬元以及為推動銷售增長開展
招待活動之費用增加約人民幣2百萬元所致。由於二零一一年第二季度本集團
鐵路專用線投入營運，亦令銷售及分銷費用之初始成本及折舊成本分別增加
約人民幣4百萬元。鐵路專用線用於連接本集團位於新鄉的第二、三生產廠房
與新鄉市火車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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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04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32百萬元或30.6%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136百萬元。該增加乃由於二
零一零年七月及二零一一年四月工資上漲及四廠的僱員增加而引致員工成本
上升約人民幣15百萬元所致。土地租賃成本亦增加約人民幣2百萬元。因本集
團擴張，諮詢費及研發費用增加約人民幣9百萬元。由於水價及污水處理費上
漲，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環保費用亦增加約人民幣3百萬元。員工培訓、消耗
品及差旅費等其他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約人民幣6百萬元。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8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2百萬元至二
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2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約人
民幣16百萬元，此乃由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減少約人民幣4百萬元所部
份抵銷。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約人民幣53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5百萬元或
47.7%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79百萬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利率提高
及較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計息銀行貸款及借款增加所
致。約人民幣7百萬元銀行借款成本已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資本化，乃由於其
直接資助四廠之建設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31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3百萬元
或41.2%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44百萬元，原因是應課稅溢利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4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
幣36百萬元或24.9%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81百萬元。主要是由於
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尿素及複合肥料的平均售價及銷量增加使毛利增加約人民
幣142百萬元。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由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虧損約人民幣16百萬元、銷售及分銷費用、一般及行政開支及財務成本分別
增加約人民幣32百萬元、人民幣32百萬元及人民幣25百萬元部份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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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財務狀況回顧

資本負債

本集團使用資本負債率（淨負債除以總資本與淨債務之和）來考量資本。本集
團的政策是將資本負債率維持在90%以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63 723
貿易應付款項 120,843 40,152
應付票據 – 37,50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36,373 265,049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608,091 1,223,411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4,098) (162,773)
減：已抵押存款 (10,000) (18,780)

負債淨額 1,541,372 1,385,282

股東權益 2,061,677 1,589,490
減：法定儲備金 (133,655) (110,678)

總資本 1,928,022 1,478,812

資本和負債淨額 3,469,394 2,864,094

資本負債率 44.4% 48.4%

負債淨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應付關連公
司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資本包括母公司
擁有人應佔權益減上述受限制法定公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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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

須於一年內或於通知時應付的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90,000 451,000 30,000 170,000

須於一年後應付的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 1,058,000 90,000 923,000
政府貸款 – 9,091 – 10,411

– 1,067,091 90,000 933,411

抵押品詳情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計有約人民幣90百萬元的短期貸款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0百萬元的短期貸款及約人民幣90百
萬元的長期貸款），乃由本集團獨立第三方新鄉新亞紙業集團公司作擔保。

(III) 前景

展望未來，糧食安全仍受各國高度重視，全球糧價有望持續走強。中國政府
今年繼續加大「三農」支持力度，對農業補貼有增無減，確保農業增產，農民
增收，利於提高農民耕種積極性，增加化肥需求。同時集團所在的河南省為
國內最大的化肥消耗省份，已規劃的中原經濟區獲得國務院支持，利於公司
本地化戰略及長遠發展。董事認為，今年行業整合、結構調整、技術升級仍
在繼續，集團作為中國領先和最具成本優勢的尿素生產商之一，有信心在未
來發展中進一步增加品牌實力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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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預期：

1. 煤炭價格今年將保持穩定。

2. 尿素價格受「三農」政策等諸多有利因素支撐，同樣處於高水平。

3. 複合肥價格穩中上漲。

4. 甲醇價格受國內外大環境及供需形勢的影響，依然呈震盪走勢。

(IV) 補充資料

1.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對賬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編
製的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差異。

2. 營運及財務風險

(i) 市場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市場風險包括主要產品平均售價變動、原材料（主要
為煤）的成本變動及利率和匯率的波動。

(ii) 商品價格風險

本集團亦面臨產品售價及原材料成本波動而產生的商品價格風險。

(iii) 利率風險

本集團承擔的主要市場利率風險包括本集團受浮動利率影響的長期
債務承擔。

(iv)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銷售收入及成本主要以人民幣計值。部份成本可能以港
元、美元或新加坡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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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通脹及貨幣風險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總局公佈的數據，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於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漲5.4%，而二零一零則上升
3.3%。中國的通脹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vi)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監控其資金短缺的風險。本集團定期審核財務投資及金融資
產（例如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金融資產）的到期情況及經營業務的預
測現金流量。本集團的目標是通過使用銀行透支及銀行貸款，維持
資金持續及靈活性之間的平衡。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
據於財務報表內所反映的借款的賬面值，本集團的負債總額約人民
幣541.0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0.0百萬元）
或33.6%（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3%）將於一年內到期。

(vii) 資產負債比率風險

本集團監控其資本比率，以支持其業務及最大化股東價值。本集團
根據經濟狀況變動管理資本結構以及就此作出調整。本集團可以透
過籌集新債或發行新股以保持或調整資本結構。於截至二零一一及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管理資本的目標、政策或程式
概無任何變動。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
率（淨債項除以總資本加淨債項）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48.4%下降至44.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已抵押銀行
存款約人民幣10百萬元，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
年：零）。

4. 重大訴訟及仲裁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牽涉任何訴訟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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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準
則，並討論及檢討內部監控及申報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

6.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履行最出色的企業管治，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均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明的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7.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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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以及標準守則不時的修訂，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董事會確認，經向全體董事作出指定查詢後，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體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的所
需準則。

8.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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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9.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3,834名（二零一零年：3,415
名）僱員。員工薪酬安排考慮到市況及有關個別的表現後釐定，並可不
時予以檢討。本集團亦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壽險，並根
據合資格員工的表現及對本集團的貢獻，授出酌情獎勵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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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聯交所網站的披露

本公佈將適時在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chinaxlx.com.sg)刊發。

承董事會命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

閆蘊華

新加坡，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興旭先生、閆蘊華女士及李步文先生；
非執行董事廉潔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建源先生、李生校先生及
王為仁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