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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全年業績公佈

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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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的比較數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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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營業額 3 1,080,736 1,029,858

銷售成本 (718,786) (684,898)

毛利 361,950 344,960

其他經營收入 16,531 5,124

銷售及分銷開支 (40,343) (29,229)

行政開支 (82,212) (60,785)

融資成本 (38,766) (9,360)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 8,290 45,876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5 225,450 296,586

所得稅開支 6 (38,092) (55,836)

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187,358 240,750

其他全面收益： 187,358 240,750

與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有關的匯兌差額 (7,836) 3,788

年內總全面收益 179,522 244,538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8 15.39 23.53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分） 8 15.38 23.43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集團 公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38,385 1,393,505 225 47

於附屬公司的權益 - - 1,909,784 1,818,325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92,559 199,266 144,268 152,245

土地使用權 236,007 123,538 -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000 2,000 - -

已受限制的銀行存款 24,659 64,883 - -

預付租金 113 120 - -

2,393,723 1,783,312 2,054,277 1,970,617

流動資產

存貨 478,443 190,151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697,626 511,951 7,464 17,843

應收所得稅 20,365 - - -

已受限制的銀行存款 50,001 -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60,753 1,253,056 59,333 312,900

1,907,188 1,955,158 66,797 330,74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32,080 188,513 713 2,997

銀行借款 909,690 378,280 - -

應付所得稅 - 15,600 - -

1,141,770 582,393 713 2,997

淨流動資產 765,418 1,372,765 66,084 327,74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159,141 3,156,077 2,120,361 2,298,36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179 2,054 - -

銀行借款 183,310 300,000 - -

185,489 302,054 - -

資產淨值 2,973,652 2,854,023 2,120,361 2,298,363



集團 公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166,575 2,166,575 2,166,575 2,166,575

庫存股份 (2,501) (2,501) (2,501) (2,501)

外幣匯兌儲備 (10,591) (2,755) (62,497) 57,217

中國法定儲備 126,811 108,813 - -

購股權儲備 10,913 15,303 10,913 15,303

保留盈利 682,445 568,588 7,871 61,76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 2,973,652 2,854,023 2,120,361 2,298,363

權益變動表

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庫存股份 外幣換算儲備 中國法定儲備 購股權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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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

月一日的結餘
1,078,287 (2,501) (6,543) 86,845 15,159 389,846 1,561,093

財政年度內權益
變動：

財政年度間總全

面收益
- - 3,788 - - 240,750 244,538

發行股份
-購股權 655 - - - - - 655

-第二上市 1,087,495 - - - - - 1,087,495
由購股權儲備轉

撥至股本 138 - - - (138) - -
股息 - - - - - (40,040) (40,040)
轉撥至中國法定

儲備
- - - 21,968 - (21,968) -

以股份為基礎的

付款開支
- - - - 282 - 282

於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的
結餘

2,166,575 (2,501) (2,755) 108,813 15,303 568,588 2,854,023



財政年度內權益

變動：
財政年度間總全

面收益
- - (7,836) - - 187,358 179,522

由購股權儲備轉

撥至股本
- - - - (4,390) 4,390 -

股息 - - - - - (59,893) (59,893)
轉撥至中國法定
儲備

- - - 17,998 - (17,998) -

於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的

結餘

2,166,575 (2,501) (10,591) 126,811 10,913 682,445 2,973,652

股本 庫存股份 外幣換算儲備 中國法定儲備 購股權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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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

月一日的結餘
1,078,287 (2,501) (4,379) - 15,159 8,036 1,094,602

財政年度間總全

面收益
- - 61,596 - - 103,773 165,369

發行股份

-購股權 655 - - - - - 655

-第二上市 1,087,495 - - - - - 1,087,495
由購股權儲備轉
撥至

股本

138 - - - (138) - -

已付股息 - - - - - (40,040) (40,040)
附屬公司撤銷股

息
- - - - - (10,000) (10,000)

以股份為基礎的

付款開支
- - - - 282 - 282

於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的
結餘

2,166,575 (2,501) 57,217 - 15,303 61,769 2,298,363

財政年度間總全
面收益

- - (119,714) - - 1,605 (118,109)

由購股權儲備轉

撥至股本
- - - - (4,390) 4,390 -

已付股息 - - - - - (59,893) (59,893)

於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的
結餘

2,166,575 (2,501) (62,497) - 10,913 7,871 2,12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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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乃根據新加坡公司法第50章的條文（「公司法」）及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包括由

新加坡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財務報告準則的有關詮釋（「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和上

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呈報貨幣已由新加坡幣 (「新加坡元」)轉換成人民幣 (「人民幣」)°因為集團多數的營業額和

利潤來自於人民幣。呈報貨幣換成人民幣將更密切地對齊集團對外財務報告與本集團的概覽。

編製符合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資料須使用若干重要會計估值，同時亦須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

的會計政策過程中作出判斷。

2. 採用新訂或經修訂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採納新訂╱經修訂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和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詮釋於二零一一年一月

一日或此後起的年度期間生效。

此採納新訂╱經修訂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和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會計

政策帶來任何重大的調整,B也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有任何重大的影響就採納新訂╱經修

訂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和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詮釋之前做比較。

3. 收益

確認為本集團營業額的收益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銷售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 1,039,404 991,341

銷售聚乙烯管 41,332 38,517

合計 1,080,736 1,029,858



4. 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 鋁合金部 聚乙烯管部 未分配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1$%&'$(%( 41)&&* - 1+%,%$-&.

業績

分部業績 272,386 3,965 - 276,351

未分配企業開支 - - (20,425) (20,425)

融資成本 (38,662) (102) (2) (38,766)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 - - 8,290 8,290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233,724 3,863 (12,137) 225,450

所得稅開支 (38,092)

年度溢利 187,358

其他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667 - - 667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625,678 29 252 625,95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5,221 3,891 75 79,187

土地使用權及預付租金的攤銷 2,837 86 - 2,923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鋁合金部 聚乙烯管部 未分配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871,954 172,219 67,216 4,111,389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192,559

4,303,948

負債

分部負債 1,328,696 776 824 1,330,296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 鋁合金部 聚乙烯管部 未分配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991,341 38,517 - 1,029,858

業績

分部業績 274,106 2,392 - 276,498

未分配企業開支 - - (16,428) (16,428)

融資成本 (8,647) (705) (8) (9,360)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 - - 45,876 45,876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265,459 1,687 29,440 296,586

所得稅開支 (49,230) (437) (6,169) (55,836)

年度溢利 240,750

其他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591 - - 591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531,988 192 55 532,23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3,873 3,839 148 47,860

土地使用權及預付租金的攤銷 2,373 86 - 2,459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鋁合金部 聚乙烯管部 未分配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015,690 192,293 331,221 3,539,204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 - 199,266 199,266

3,738,470

負債

分部負債 871,809 9,163 3,475 884,447

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鋁合金部的收益佔集團總收益的約96.2�,� 而二零一零

年度則約96.3¡。聚乙烯管部在二零一一年度和二零一零年度分別佔集團總收益約3.8§和

3.7©。



5.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存貨成本已確認為開支 717,250 684,31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9,187 47,860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 183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呆賬撥備 2 -

預付租金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2,923 2,45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344 52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667 591

經營租賃租金－物業 1,721 968

3.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即期–新加坡

來自中國子公司股息之預提稅 1,545 6,619

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177 -

即期–中國

年內所得稅撥備 36,370 48,406

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 1,261

所得稅開支 38,092 55,836

實際稅率的對賬：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225,450 296,586

按 17æ法定稅率計算的所得稅 (二零一零年êBëì�í 38,326 50,420

海外經營業務不同稅率的影響 19,125 21,285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的稅務 影響 (1,409) (7,799)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4,716 2,767

附屬公司稅項寬減的影響 (23,515) (18,233)



非課稅收益的稅務影響 (130) -

新加坡法定稅階收入括免 (140) -

不被承認的永久差異 (603) (34)

財政年度所得稅撥備 36,370 48,406

來自中國子公司股息之預提稅 1,545 6,169

過往財政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177 1,261

所得稅開支 38,092 55,836

本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因此按 17F所得稅稅率繳稅 (二零一零年IJKLFMJ。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在中國的附屬公

司須按 25]稅率 (二零一零年_J`aFMJJ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唯下列情況除外：

 吉林麥達斯可就其首個獲利年度二零零六年起計兩年內自其第二條生產線所產生的溢利

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寬免，於其後三年至二零一零年，可獲減半中國企業所得稅。

 吉林麥達斯因附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從二零一一年度起的三年，可按 15％的優惠稅率

繳納所得稅。

根據中國稅法,¡ 境外投資者從所投資的外資企業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賺取之利潤所收取

相關的股息須支付 10°J預提稅,²除非稅務條約予以減少。根據中國與新加坡訂立的稅務安排,À

在新加坡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須繳納預提稅,Ã按彼等自中國附屬公司收股息的 5Ç計算。

4.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止財政年度已付末期股息為每股

0.0025新加坡元 - 11,675

二零一零年第一及第二次中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

0.0025新加坡元 - 28,365

截至二零一零年止財政年度已付末期股息為每股 0.005

新加坡元 31,626 -

二零一一年中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 0.005新加坡元 28,267 -

59,893 40,040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後，董事會建議宣派稅項豁免於一級制度é之下末期

股息（免稅）為每股普通股0.005新加坡元（二零一零年：0.005新加坡元），金額達6,088,000

新加坡元（二零一零年：6,088,000新加坡元）。於報告期末,ö建議未期股息並無各別確認為負

債。



#新加坡已採納一級企業稅制度，該制度自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據此，居民企業就其

應課稅收入支付的稅項為最終稅項。所有已付股息在其股東手上將獲稅項豁免。派付予全體

股東的股息付款並無預扣稅。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即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年度溢利 187,358 240,750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217,617,800 1,023,246,567

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的影響：

攤薄影響–購股權 737,974 4,276,237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218,355,774 1,027,522,804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分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分

每股基本盈利 15.39 23.53

每股攤薄盈利 15.38 23.43

3,700,000份（二零一零年：6,750,000份）購股權對本集團每股盈利並無攤薄影響，原因是於

年度內本公司每股普通股的平均市場價格較已授出購股權的行使價為低。



F.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第三方 537,639 419,278

–聯營公司 19,888 11,254

557,527 430,532

貿易應收款項呆賬撥備 (1,832) (1,832)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555,695 428,700

貿易應收款項為不計息，而信貸期一般為 90 至 120 日。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90 日內 238,831 333,036

超過 90 日但於 120 日內 85,629 92,954

超過 120 日但於 6個月內 106,990 1,521

超過 6個月但於 1 年內 98,272 1,224

超過 1 年但於 2 年內 27,456 1,510

超過 2 年 349 287

557,527 430,532

10.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一般按30 至 90日的信貸期償付。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90 日內 97,610 41,807

超過 90 日但於 6個月內 171 7,691

超過 6個月但於 1 年內 97 174

超過 1 年 222 -

98,100 49,672

11.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年：無）。

12. 資本承擔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擔：

-已訂約但未撥備 300,307 266,959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Z[\業務回顧

我們的總收益由二零一零年度約人民幣1,030,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50,900,000元或4.9ó至二零一一年
度的人民幣1,080,700,000元。鋁合金部的收益由二零一零年度約人民幣991,3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48,100,000元或4.8&至二零一一年度的人民幣1,039,400,000元，佔當年的總收益約 96.2-；而其二零一零
年度的貢獻則約96.34。

下表列示鋁合金部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最終用途分類的收益劃分。

鋁合金部

鐵道運輸行業 電力行業 其他

78.0% 0.8% 21.2%

本集團上半年與下半年的銷售和淨利潤分析。



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增加/（減少）

%
bc\上半年銷售 610,389 457,555 33.4

ij\上半年除稅後權益
持有人應佔淨溢利

123,355 102,749 20.1

op\下半年銷售 470,347 572,303 (17.8)

st\下半年除稅後權益
持有人應佔淨溢利

64,003 138,001 (53.7)

鋁合金部當中「其他」分類的收益貢獻主要包括供應工業機器所用的鋁合金棒及其他專用型材產品。

集團二零一一年度的毛利率為33.5tu（二零一零年：33.5v），繼續保持平穩。鋁合金部二零一一年度

的毛利率約34.2％，而二零一零年度則約34.1％。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及鋁合金部銷售廢料收益。利息收入增加是由於二零一一年度的帶息

銀行存款高於去年同期的水平。

銷售及分銷開支於二零一一年度增加約人民幣 11,100,000元，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及運輸成本較二零一
零年度有所增加。

行政開支於二零一一年度增加約人民幣 21,400,000元，主要由於為應對當前擴展計劃而增添人手所產

生的額外薪酬成本，以及折舊、旅費及物業稅較二零一零年度有所增加。

融資成本包括銀行借款利息、銀行收費及應收貼現票據的利息。融資成本的增加主要歸咎於較高的銀

行借款與利率，以及較少的銀行借款利息被資本化。約人民幣25,400,000元（二零一零年：約人民幣
34,100,000元）的借款成本被資本化，而這些借款利息來自我們為新生產線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建設融

資而獲得的貸款。

我們的聯營公司南京南車浦鎮城軌車輛有限責任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度貢獻約人民幣 8,300,000元，下跌

的主因是年內列車的交付量較少。

二零一一年度的所得稅開支減少約人民幣 17,7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我們的鋁合金部符合高

新技術企業的資格，因此，從二零一一年度起可按 15％的優惠稅率繳稅，為期三年。二零一零年度，

鋁合金部的第二條生產線產生的溢利享有 50Z的企業所得稅減免。

二零一一年度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187,400,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度增加 22.2i。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上升是由於為下列項目增加機械和基礎建設：

1.z吉林鋁合金部的第五條新生產線及下游加工線

2.�洛陽市新廠房的建設



3.�遼源市吉林麦达斯輕合金新廠的建設

土地使用權指位於中國的租賃土地，並按40至50年攤銷。由於洛陽市新廠和吉林麦达斯輕合金廠房的
用地增加，土地使用權上升約人民幣 112,500,000元。

已受限制的銀行存款下降主要由於清償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信用證所致。

由於中國鐵路行業的增長放緩導致交付減慢，存貨增加約人民幣 288,300,000元。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約人民幣185,700,000元，主要由於中國鐵路行業的增長放緩導致客戶付款速

度減慢。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增加 wxZ減少z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貿易應收款 555,695 428,700 126,995 29.6

物業、廠房、設備及存

貨的預付款

- 25,129 (25,129) ÑÒ

應收票據 51,500 16,730 34,770 207.8

其他 90,431 41,392 49,039 118.5

總計 697,626 511,951 185,675 36.3

二零一一年，中國鐵道行業受到數起事故影響，我們的主要客戶亦因此遭受負面打擊。如果這些客戶

放缓對供應商的付款，我們的貿易應收賬款週轉天數在接下來的季度裡 可能上升。然而，我們對前景

依然保持信心，原因如下5

67 鐵道項目是屬於中國的戰略項目並會繼續發展。

H67 我們的主要客戶是中國大型國有企業，因此我們相信他們的能力與信用。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約人民幣43,600,000元，主要由於付款給供應商的速度減慢。

銀行借款淨額增加約人民幣 414,700,000元，主要因為用於營運資金及購買機器的貸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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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年現金流量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 二零一零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225,450 296,586
就以下各項作出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9,187 47,860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 183
土地使用權及預付租金攤銷 2,923 2,459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667 591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 282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8,290) (45,876)
利息收入 (6,129) (2,634)
利息開支 13,392 3,85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344 52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溢利 307,544 303,360
營運資金變動

存貨 (288,292) (103,99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78,655) (227,99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43,567 123,018

營運所(用)/產生現金 (115,836) 94,395

已付所得稅 (74,057) (44,030)
已付利息 (13,392) (3,857)
已收利息 6,129 2,634
經營活動所(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197,156) 49,142

投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688 17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600,585) (498,123)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淨（增加）╱減少 (9,777) 3,477
購買土地使用權 (115,385) -

已付及資本化利息 (25,374) (34,112)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750,433) (528,741)



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發行普通股的所得款項淨額 - 1,087,495
已付股息 (59,893) (51,772)
銀行借款的所得款項 793,000 1,059,400
償還銀行借款 (378,280) (851,920)
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354,827 1,243,20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變動淨額 (592,762) 763,604
財政年度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53,056 492,569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影響 459 (3,117)
財政年度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60,753 1,253,056

於本年度，我們就第五條生產線及下游加工線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在洛陽市及為吉林

麦达斯轻合金建設新的生產設施作出付款約人民幣 600,600,000元。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約人民幣 197,200,000元主要由於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增加以及存貨的上升。此現金流量壓

力被淨增加的銀行借款人民幣 414,700,000元所緩解,$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於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餘額亦因此達人民幣 660,800,000元。

2.資產淨值

集團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於財政年度完結時已發行股本

計算的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人民幣 2.44G 人民幣 2.34

3.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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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年內或少於一年或按要求償還

的金額
437,690 472,000 268,280 110,000

於一年後償還的金額 183,310 - 300,000 -

合計 621,000 472,000 568,280 110,000



任何抵押品的詳情

抵押借款包括銀行提供給吉林麥達斯鋁業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j銀行貸款以土地使用權、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各種貿易應收賬

款作抵押，賬面淨值約人民幣1,085,3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78,300,000

元)。

¤[[[\展望

二零一一年的鐵道事故導致中國鐵道行業的增速顯著放緩；加上年內全球經濟波動，集團二

零一一年度的業務也因此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儘管中國鐵道行業已出現一些回暖的迹象，

但由於復甦的速度仍不明朗，行業產品的需求在短期內依然充滿挑戰。

儘管如此，本集團仍然對中國鐵道行業的中長期前景感到樂觀。主要因為鐵路網絡的發展是

中國經濟增長策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此外，鐵路對中國來說可算是最高效且價格最相

宜的運輸方法。

補充資料

1.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準則，並已就內

部監控及匯報事宜進行討論及檢討。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已經

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於本公佈日期，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2. 遵守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之附錄

14所載的ØØ企業管治常規守則ÝÝ（「守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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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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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不時的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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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全體董事已遵守

標準守則的所需準則。

4.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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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的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證券。

ÕÖx股本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期間，並無發行股份。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麥達斯僱員購股權計劃」項下存有8,800,000股尚未發行普

通股（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350,000股）有關的尚未行使購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司以庫存股份方式持有 1,000,000 股普通股（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000,000 股）。於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v沒有任何的庫存股份被售買,{v轉

讓,~v銷毀,�撤銷和�或被行使。

×. 僱員Ùx薪酬政策及購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543名（二零一零年：1,380名）僱員。本集團乃

參考市況及根據個別員工表現而制定僱員薪酬，並不時作出檢討。本集團並為僱員提供其他

福利包括醫療及人壽保險，以及按個別僱員的表現及其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向合資格僱員

授予購股權。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º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為 8,800,000股未發行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ÀvÁÂÃ350,000)Ä於麥達斯麥達斯僱員購股權計劃下。

ÞÖx於證券交易所網站的披露

本 公 佈 將 同 时 刊 载 於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ÎÏÏÐÀ��ÑÑÑÒÎÓÔÕÖÔÑ×.ØÓ)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ÚÏÏÐÀ��ÑÑÑÒÛÜÝÞ×ÒßàÛÒ×áâ。

http://www.hkexnews
(http://www.midas.com.sg)


承董事會命

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

周華光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維平先生及周華光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曾
士生先生、徐衛東博士及董定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