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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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變幅

收益 11,940,647 8,972,581 +33.1%

毛利 351,091 461,465 -23.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03,641 235,507 -56.0%

每噸毛利 人民幣595元 人民幣970元 -38.7%

營運摘要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幅

銷售量 590,174噸 475,797噸 +24.0%

加工量 784,413噸 539,321噸 +45.4%

加工比率（附註） 1.33 1.13 +17.7%

附註：加工比率＝加工量╱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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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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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合併業績連同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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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2 11,940,647 8,972,581
銷售成本 3 (11,589,556) (8,511,116)
   

毛利  351,091 461,465
其他收入，淨額 4 11,659 25,880
其他虧損，淨額 5 (1,742) (6,291)
分銷成本 3 (74,947) (52,476)
行政開支 3 (80,349) (72,844)
   

經營溢利  205,712 355,734
   

融資收入 6 12,706 10,535
融資成本 6 (79,402) (51,580)
   

融資成本，淨額 6 (66,696) (41,04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9,016 314,689
所得稅開支 7 (35,787) (77,083)
   

年度溢利  103,229 237,606

年度其他綜合收益  – –
   

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103,229 237,606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3,641 235,507
 非控股權益  (412) 2,099
   

  103,229 237,60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的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每股基本盈利 8 0.10 0.30
  －每股攤薄盈利 8 0.10 0.30
   

股息 9 29,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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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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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權  108,863 111,396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88,133 873,709

投資物業  8,668 9,123

無形資產  2,982 2,683

遞延所得稅資產  13,937 7,013

其他非流動資產  27,500 –
   

  1,350,083 1,003,924
   

流動資產 
存貨  1,504,981 1,202,356

貿易應收款項 10 469,726 188,70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01,483 521,698

受限制銀行存款  334,851 408,00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2,854 379,036
   

  3,093,895 2,699,796
   

總資產  4,44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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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210 1,337,377
   

  1,515,425 1,426,592

非控股權益  64,449 24,861
   

總權益  1,579,874 1,45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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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50,000 –

遞延政府補助  13,953 15,02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05 3,340
   

  65,858 18,36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1 740,995 1,139,489

應計費用、客戶墊款及其他流動負債  240,214 199,614

即期所得稅負債  5,624 25,522

借款  1,810,346 868,215

遞延政府補助流動部分  1,067 1,067
   

  2,798,246 2,233,907
   

總負債  2,864,104 2,252,267
   

權益及負債總額  4,443,978 3,703,720
   

流動資產淨額  295,649 465,88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45,732 1,46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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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股本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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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溢利 – 235,507 2,099 237,606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 235,507 2,099 237,606
    

與擁有人交易
非控股股東注資 – – 15,586 15,58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注資 – 34,016 – 34,016
發行股份 89,214 386,661 – 475,875
僱員購股權計劃 – 52 – 52
    

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89,214 420,729 15,586 525,529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89,215 1,337,377 24,861 1,45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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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溢利 – 103,641 (412) 103,229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 103,641 (412) 103,229
    

與擁有人交易
非控股股東注資 – – 40,000 40,000
僱員購股權計劃 – 1,480 – 1,480
股份獎勵計劃 – (16,288) – (16,288)
    

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 (14,808) 40,000 25,192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89,215 1,426,210 64,449 1,57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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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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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706,870) (185,091)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406,091) (269,15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018,470 754,56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94,491) 300,3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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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 (452)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2,854 37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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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合併財務報
表乃採用歷史成本法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須採用若干重要會計估計。此外，管理層於應用本
集團會計政策過程中亦須作出判斷。

會計政策及披露事項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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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預
期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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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披露由如下披露規定所取代：

• 政府名稱及與彼等關係的性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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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修訂亦澄清及簡化了關聯方的定義。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後，
向聯好（本集團的控股股東）的聯營公司出售貨品須釐定為本集團的關聯方交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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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提早採納的新準則及
準則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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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合併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僱員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2.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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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0,647 8,97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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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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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位於中國內地（被視為一
個具有類似風險及回報的分部）。

本集團主要經營場所位於中國內地，其來自不同國家的外部客戶的銷售業績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中國內地 11,729,672 8,879,001

– 香港及海外其他國家及地區* 210,975 93,580
  

銷售總額 11,940,647 8,972,581
  

* 海外其他國家及地區主要指澳洲、美國、杜拜和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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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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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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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847) (233,457)
消耗原材料 11,644,123 8,648,845
印花稅、房產稅及其他附加稅 8,276 6,421
運輸成本 58,681 47,842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89,982 59,641
折舊及攤銷 70,248 55,241
樓宇經營租賃租金 1,859 1,828
公用事業收費 10,256 7,139
存貨撇減撥備 45,891 3,889
核數師酬金 3,400 1,98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16 177
應酬及差旅費 19,705 12,766
專業服務開支 1,519 6,865
銀行手續費 7,890 2,988
其他 17,553 14,271
  

銷售成本、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總額     11,744,852 8,636,436
  

4. 其他收入，淨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補貼收入 1,300 17,623
遞延政府補助攤銷 1,067 883
廢料和包裝物料銷售 9,961 8,024
租金收入 500 500
  

其他收入 12,828 27,030
  

其他開支 (1,169) (1,150)
  

 11,659 25,880
  

5. 其他虧損，淨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217) (959)
匯兌虧損，淨額 (1,869) (5,887)
其他 344 555
  

 (1,742) (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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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淨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成本：
 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 68,611 25,335
 銀行承兌票據的利息開支 32,047 31,836
 匯兌收益，淨額 (17,369) (5,033)
  

 83,289 52,138
減：合資格資產資本化金額 (3,887) (558)
  

融資成本總額 79,402 51,580

融資收入：
 利息收入 (12,706) (10,535)
  

融資成本，淨額 66,696 41,045
  

7.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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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46 77,872

遞延所得稅 (8,359) (789)
  

 35,787 7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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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根據於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法定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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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江蘇大明、大明重工及太原太鋼大明須按企業所得稅率25%繳稅。杭州萬洲、
武漢通順以及天津太鋼大明根據適用於中國外資企業的相關稅務規則及法規，獲中國大陸
相關稅務機關批准，自全數抵銷以往年度結轉的所有未到期稅損後首個盈利年度起，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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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首兩年的企業所得稅，並在隨後三年減免50%的企業所得稅。杭州萬洲、武漢通順以及
天津太鋼大明的稅項減免期於二零零八年開始，而於二零一一年的適用稅率分別為12.5%、
12.5%及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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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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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 103,641 235,507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7,500 77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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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釐定每股攤薄盈利所用的溢利 103,641 235,507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7,500 77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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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500 77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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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擬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35港元
 （二零一零年：無） 29,439 －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每股0.035港元（二
零一零年：無），惟須於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取得本公司股東批准。此擬派股息尚未
於此等財務報表內反映為應派股息，惟將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反映作
為保留盈利分派。

10.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115,764 102,938

應收票據
 – 銀行承兌票據 341,627 82,531

 – 商業承兌票據 13,377 4,000
  

 470,768 189,469

減：減值撥備 (1,042) (766)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469,726 188,703
  

貿易應收款項的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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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銷售主要以(i)款到發貨；(ii)6個月內到期的銀行承兌票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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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 30日內 92,613 97,178

 – 30日至3個月 19,734 3,970

 – 3個月至6個月 2,691 503

 – 6個月至1年 – 19

 – 1年至2年 – 847

 – 2年至3年 517 421

 – 3年至4年 209 –
  

 115,764 102,938

應收票據
 – 6個月內 355,004 86,531
  

 470,768 189,469
  

11. 貿易應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35,195 19,689

應付票據 705,800 1,119,800
  

 740,995 1,139,489
  

應付票據人民幣513,800,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899,800,000元）以約人民幣170,117,000元
（二零一零年：人民幣252,420,000元)的已抵押銀行存款作擔保。

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6個月內 740,995 1,137,969

6個月至1年 – 1,520
  

 740,995 1,13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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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貨幣計值的貿易應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 715,354 1,139,489

美元 25,641 –
  

 740,995 1,139,489
  

貿易應付款項的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一一年對本公司而言充滿挑戰。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縈繞不去，對整體的
不鏽鋼產業構成負面影響。我們的客戶在為業務集資方面，面對形形式式的困難。
幸而我們的加工能力有所提升，加上加工服務種類繁多，令歐元區債務危機對我
們的影響不致太深。

儘管不鏽鋼的需求仍保持增長，但不鏽鋼的平均售價於年內已下跌超過20%。因
此，本集團已就存貨價值的未變現虧損計提約人民幣45.9百萬元的撥備。於本年度，
國內利率大幅抽升，因而對本集團的業績造成重大影響。融資成本淨額由二零一
零年約人民幣41.0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66.7百萬元。

儘管面對這些不利因素，本集團的銷售量和加工量，於二零一一年仍分別達到
590,174噸及784,413噸的新高。

本集團的年銷售量由二零一零年約475,797噸增至二零一一年590,174噸，增幅約
為24.0%。我們四個加工中心的總加工量亦由二零一零年539,321噸，增加至二零
一一年784,413噸，增幅約為45.4%。至於加工比率亦由二零一零年的1.13上升至二
零一一年的1.33，顯示客戶對我們深加工服務的需求有所上升。

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開發出兩個新範疇的加工服務。首先是扁鋼加工服務，其
加工的鋼材可應用於手提電話。另外，我們安裝了數台冲圓片機，這類鋼材可應
用於啤酒桶和家庭用具等產品。預期這兩項加工服務可為本集團貢獻較高的加工
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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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非不鏽鋼金屬加工服務方面，鈦、鎳基合金和碳鋼的加工需求於年內均見可
喜增長。然而，基於集團在無錫的不鏽鋼加工服務需求強勁，我們已於二零一一
年加以調整開發碳鋼加工服務的步伐。碳鋼加工服務將由太原及靖江加工中心提
供，這兩個加工中心預期將於二零一三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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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成立一個加工中心（「太原加工中心」）訂立股東協議，以於中國山西省太原市進
行不鏽鋼和碳鋼加工。太原鋼鐵集團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山西太鋼不鏽鋼股份有限
公司（「山西太鋼」）是中國最大規模的不鏽鋼生產商，其所擁有的高端客戶群，過
往並非本集團能輕易接觸。成立太原加工中心能為本集團打開通往太原鋼鐵集團
高端客戶群的通道。

展望將來
前瞻未來，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致力在加工服務的效益和質量方面，都能夠加以
提升。我們亦預期，為液化天然氣（「LNG」）儲存庫製造商及化學品船製造商提供
加工服務等方面，均有強勁的增長潛力。

於二零一二年，本集團將繼續建設太原加工中心，一方面加強與太原鋼鐵集團及
山西太鋼的策略聯盟，同時亦可擴大本集團的不鏽鋼及碳鋼加工服務在中國中西
部的市場佔有率和市場滲透率。本集團亦有意開展靖江項目，當中包括一個位於
江蘇省靖江的大型物流及加工中心，可同時提供不鏽鋼和非不鏽鋼金屬的加工服
務。鑑於過去數年，武漢地區的需求保持強勁，故集團亦擬提升武漢加工中心，
務求於日後為客戶提供更全面的加工服務。至於開發杭州加工中心第二期與無錫
總部第六期，亦有助提升日後的加工能力及加工種類。

財務回顧及分析
於回顧年度內，我們錄得收益約人民幣11,940.6百萬元、毛利約人民幣351.1百
萬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103.6百萬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約達人民幣4,444.0百萬元，而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
佔權益則約為人民幣1,515.4百萬元。



16

收益

收益由二零一零年的約人民幣8,972.6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968.0百萬元或33.1%

至二零一一年的約人民幣11,940.6百萬元。該項增加乃由於銷量由二零一零年的
475,797噸增至二零一一年的590,174噸，以及我們的不鏽鋼產品平均售價，由二零
一零年的每噸人民幣18,858元增至二零一一年的每噸人民幣20,232元。

按主要行業分部分析的收益

於回顧年度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按主要行業分部劃分
的收益如下：

 收益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行業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機械 4,321,456 36.2 3,214,294 35.8

分銷商 2,937,772 24.6 1,936,437 21.6

石化 1,337,536 11.2 1,115,503 12.4

家用五金及電器 1,265,951 10.6 977,772 10.9

汽車及運輸 426,307 3.6 436,027 4.9

建築 386,480 3.2 350,894 3.9

可再生能源 258,833 2.2 184,204 2.1

其他 1,006,312 8.4 757,450 8.4
    

總計 11,940,647 100.0 8,972,58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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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1,006,312)

2.2%
(258,833)

3.2%
(386,480)

3.6%
(426,307)

10.6%
(1,265,951)

11.2%
(1,337,536)

36.2%
(4,321,456)

24.6%
(2,937,772)

2011

35.8%
(3,214,294)

21.6%
(1,936,437)

8.4%
(757,450)

2.1%
(184,204)

3.9%
(350,894)

4.9%
(436,027)

10.9%
(977,772)

12.4%
(1,115,503)

2010

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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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四大客戶分部為機
械、分銷商、石化以及家用五金及電器，其合共佔我們的總收益80%以上。

按地區分析的收益

 收益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地區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華東 8,859,691 74.2 6,815,440 76.0

華北 1,269,298 10.6 966,139 10.8

華中 708,392 5.9 519,301 5.8

中國西南 317,289 2.7 183,436 2.0

中國東北 221,083 1.9 169,488 1.9

中國西北 256,294 2.1 147,098 1.6

華南 99,636 0.8 91,481 1.0

海外 208,964 1.8 80,198 0.9
    

 11,940,647 100.0 8,972,58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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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8,964)0.8%

(99,636)

2.1%
(256,294)

1.9%
(221,083)

2.7%
(317,289)

5.9%
(708,392)

74.2%
(8,859,691)

10.6%
(1,269,298)

2011

76.0%
(6,815,440)10.8%

(996,139)

0.9%
(80,198)

1.0%
(91,481)1.6%

(147,098)

1.9%
(169,488)

2.0%
(183,436)

5.8%
(519,301)

2010

華東
華北
華中
中國西南

中國東北
中國西北
華南
海外

我們的不鏽鋼產品主要銷售予國內客戶。如上表所列示，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大部分銷售乃來自華東地區，這與中國國
內消耗大部分不鏽鋼的地區吻合。

毛利

毛利由二零一零年約人民幣461.5百萬元減少至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351.1百萬元，
此乃由於不鏽鋼的市價持續下跌所致。每噸毛利由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970元下
降至二零一一年的人民幣595元，跌幅約為38.7%。

其他收入，淨額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零年約人民幣25.9百萬元，減少至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11.7百萬
元。其他收入減少主要乃由於來自地方政府的補貼收入減少所致。

其他虧損，淨額

二零一一年錄得的其他虧損約為人民幣1.7百萬元，而二零一零年則錄得其他虧損
約人民幣6.3百萬元。其他虧損減少主要乃由於所產生的匯兌虧損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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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成本

分銷成本由二零一零年約人民幣52.5百萬元，上升至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74.9百萬
元。有關增加主要源自運輸開支及招待開支隨著二零一一年銷量上升而增加約人
民幣11.8百萬元。僱員薪金及僱員福利開支亦由於僱員人數增加而上升約人民幣8.0

百萬元。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零年約人民幣72.8百萬元上升至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80.3百萬元，
此乃主要由於董事酬金、僱員福利開支及銀行手續費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淨額

融資成本由二零一零年約人民幣41.0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66.7百萬元，
主要乃由於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增加。銀行借款增加乃由於營運規模擴大令存貨
量增加，故需要額外資金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零年約人民幣77.1百萬元，減少至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35.8百
萬元，主要乃由於經營溢利於二零一一年下跌所致。

本年度溢利

本年度溢利由二零一零年約人民幣237.6百萬元，下跌至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103.2

百萬元，減幅約為56.6%。溢利下跌乃由於不鏽鋼市價持續下降、僱員薪金及員工
福利開支增加，以及營運規模擴大以致折舊開支及融資成本增加所致。

資本開支

於二零一一年，我們的資本開支為有關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約為人民幣381.6

百萬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304.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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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
款項及借款以外幣計值（主要是美元、歐元及港元），其面臨外幣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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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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1,860.3百萬元。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票據約為人民幣705.8百萬元，而銀行結餘則約
為人民幣617.7百萬元，其中約人民幣334.9百萬元乃主要為銀行借款及發出應付票
據作抵押。

本集團按照資產負債比率對資本進行監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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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總額乃按權
益總額加以債務淨額計算。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此計
算的資產負債比率分別為50.0%及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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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553.4百萬港元，將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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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64.8百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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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百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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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1,209名僱員（二零一零年：945名），
我們於二零一一年的人力資源較二零一零年增長了27.9%，僱員人數增加乃由於
本集團業務擴展所致。

僱員的薪酬乃基於彼等的表現、技能、專業知識、經驗及市場趨勢而釐定。本集
團會定期檢討薪酬政策及架構。除基本薪金外，僱員亦會視乎個人表現獲發酌情
花紅。本集團並已為其僱員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因應合資格參與者的貢獻，向
彼等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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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035港元
（二零一零年：無），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三）或之前，派付予於二零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惟須待股東於本公司
在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星期四）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後，方可作實。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惟偏離守則條
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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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位均由周克明先生出任。

周先生為本集團的創辦人，於不鏽鋼行業中擁有豐富經驗。考慮到本集團現時的
發展，以及需要在瞬息萬變的營商環境中迅速應變，董事會相信，讓同一人身兼
兩職，可帶來強勢的貫切領導，推動發展及落實長遠的業務策略。

此外，本集團的武漢、杭州、天津和太原各子公司，均設有總經理一職，以協助
行政總裁管理各加工中心的日常營運。

再者，各個業務營運單位均由一位或以上執行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負責實行董事
會所制訂的政策及策略，以保證本集團日常管理順暢。

基於上述原因，本公司認為，憑藉周克明先生在不鏽鋼行業的豐富經驗，應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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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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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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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星期四）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召開股東週年大
會的通告將於稍後按照上市規則規定的方式刊發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釐定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股東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
五月十四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星期四）（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
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於上述期間，概不會受理股份過戶的要求。所有股份過戶文
件連同相關股票及過戶表格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
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股東方符合資格出席上述股東週年
大會。

為釐定收取建議末期股息的股東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星
期四）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二）（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
記手續。於上述期間，概不會受理股份過戶的要求。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
股票及過戶表格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
交本公司的香港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
核合併全年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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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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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刊登資料
本公佈乃於本公司網站 (www.dmssc .ne t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刊登。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將
於稍後寄發予股東，並可於上述網站閱覽。

承董事會命
大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克明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周克明先生、徐霞女士、鄒曉平先生、唐中海先生及
姜仁秀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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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