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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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OVO GROUP LTD.
新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198902648H）
香港股份代號：1048
新加坡股份代號：MR8

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告

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末期
業績。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3 327,819 501,606
銷售成本 (308,886) (467,682)

毛利 18,933 33,924

其他收入 5 1,962 2,631
分銷及銷售成本 6 (14,554) (23,849)
行政開支 (7,320) (6,721)
其他經營開支 (176) (245)
財務成本 7 (1,128) (1,03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79 46

經營（虧損）╱溢利 8 (2,204) 4,751
所得稅回撥╱（開支） 9 35 (298)

年內（虧損）╱溢利 (2,169) 4,453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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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內（虧損）╱溢利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876) 4,521
　非控制性權益 (293) (68)

(2,169) 4,453

美仙 美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10 (1.10) 2.65

　－攤薄 10 (1.10) 2.65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內（虧損）╱溢利 (2,169) 4,453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本集團海外業務
　產生的匯兌差額，已扣除零稅項 509 327

年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660) 4,780

全面（開支）╱收益總額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402) 4,817
　非控制性權益 (258) (37)

(1,660) 4,780

有關年內建議股息的詳情披露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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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777 9,818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589 510

20,366 10,328

流動資產
存貨 13,665 19,347
衍生金融工具 261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41,918 35,599
可收回稅項 45 12
已抵押之銀行存款 12,252 8,0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303 27,747

83,444 90,786

總資產 103,810 101,114

權益及負債
股本 32,239 32,239
儲備 24,680 28,9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 56,919 61,154
非控制性權益 1,465 1,151

總權益 58,384 62,305

非流動負債
借貸（有抵押） 14 5,000 –
遞延收益 186 184

5,186 18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28,424 20,238
遞延收益 4 4
衍生金融工具 254 –
借貸（有抵押） 14 11,551 18,076
應付稅項 7 307

40,240 38,625

總負債 45,426 38,809

總權益及負債 103,810 101,114

淨流動資產 43,204 52,16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3,570 62,489

資產淨值 58,384 6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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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是一家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根據新加坡公司法在新加坡成立的有限公司，自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起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主板上市及自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六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雙重上市。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20 Harbour Drive, #05-01 PSA Vista, Singapore 117612。本集團總
辦事處及主要經營地點位於香港干諾道中168號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11樓1109-1111室。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國際及國內貿易及分銷鋼材及其有關之原
材料。

2.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
及由新加坡會計準則理事會編製的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詮釋）。

除衍生金融工具按其公平值計算外，本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本綜合財
務報表以美元（「美元」）呈列，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列表以最接近於千美元（「千美元」）。

本集團就其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新加坡財務報告準
則」）（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對本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
響且本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並無重大變動並作為其發展的結果。

本集團並無於本財務報表採用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本集
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但仍未就該等準則是否將對經
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作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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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鋼材銷售 269,753 487,345
煤炭銷售 58,066 14,261

327,819 501,606

4. 分部資料

(i) 業務分部

本集團有四個可報告分部如下：

原材料

－ 材料分銷及銷售，例如鐵礦石及煤炭。

半製成品

－ 鋼材分銷及銷售，例如鋼坯及板坯，用作生產螺紋鋼、綫材、熱軋板及熱軋卷。

製成品

－ 長形產品分銷及銷售，例如螺紋鋼、綫材、管材、型鋼、角鋼及槽鋼產品，以
及扁平產品如熱軋板及熱軋卷、冷軋卷及薄板。

其他

－ 特殊及塗層產品分銷及銷售，例如鍍鋅鋼卷及鍍錫鋼片。

並無合理基準可分配其他收入及行政、若干分銷及銷售費用至不同分部，因此該等
項目已分別披露作未分配收入及未分配成本。

由於將資產及負債分配至分部的做法並不切實可行，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並沒有直
接歸入個別分部。本集團資產在不同分部之間互相使用，由於沒有合理基準可分配
本集團負債至不同分部，因此，本集團資本開支、資產及負債按照業務分部披露並
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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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原材料 製成品 半製成品 其他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222,032 65,468 31,307 9,012 327,819

分部業績 3,477 1,704 473 207 5,861

未分配收入 1,962
未分配成本 (8,978)
財務成本 (1,128)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79

除稅前虧損 (2,204)
所得稅回撥 35

財政年度淨虧損 (2,169)

資產及負債
未分配資產 103,22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589

總資產 103,810

未分配負債 45,426

總負債 45,426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10,364
折舊及攤銷 493
非現金項目，
　不包括折舊及攤銷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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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原材料 製成品 半製成品 其他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377,412 89,383 30,657 4,154 501,606

分部業績 11,262 3,135 (452) 161 14,106

未分配收入 2,631
未分配成本 (10,997)
財務成本 (1,03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46

除稅前溢利 4,751
所得稅開支 (298)

財政年度溢利 4,453

資產及負債
未分配資產 100,604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510

總資產 101,114

未分配負債 38,809

總負債 38,809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2,412
折舊及攤銷 299
非現金項目，
　不包括折舊及攤銷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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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地區資料

按地區分部劃分的營業額以客戶所在地為依據而不論貨物生產的地方在何處。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四個主要地理區域。下表分析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分析的銷售及非
流動資產而不論貨物及服務原產地。

按地區市場劃分的銷售收益：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北亞（附註i） 252,522 436,229
東南亞（附註ii） 66,678 57,907
印度及中東（附註iii） – 3,384
其他（附註iv） 8,619 4,086

327,819 501,606

本集團之主要收益來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按地區市場劃分的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北亞（附註i） 19,765 9,803
東南亞（附註ii） 10 12
印度及中東（附註iii） 2 3

19,777 9,818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589 510

20,366 10,328

附註：

(i) 包括中國、台灣及韓國。

(ii) 包括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印尼及越南。

(iii) 包括印度共和國。

(iv) 包括哥斯達尼加、比利時、德國及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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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遞延收入攤銷 4 4
來自供應商及客戶的賠償 – 2,227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收益 7 –
政府補助（附註） 698 –
衍生金融工具之變現收益，淨額 237 9
租金收入 – 18
其他收入 377 57
運輸收入 371 298

1,694 2,613

銀行利息收入 268 18

1,962 2,631

附註： 於本年期間，一間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興化市大
垛鎮政府的一次性獎勵作為本集團對項目的注資。此補助於收到款項後確認為收
入。

6. 分銷及銷售成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銷代理費 1,514 2,112
海運費 11,557 17,705
運輸保險 134 194
檢查費 319 238
信用證代理費 – 110
其他 11 60
港口處理費 126 1,488
船務處理費 116 851
運輸費 564 641
倉庫費 213 450

14,554 23,849

7. 財務成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銀行手續費 358 456
銀行貸款利息 790 579
扣除：已資本化之財務成本計入在建工程內（附註） (20) –

1,128 1,035

附註： 本集團之在建工程包括位於建造中國江蘇製造廠為目的向銀行貸款之財務成本。於
本年期間，已資本化的財務成本為19,875美元（二零一一年：無）以5.3%年利率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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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經營（虧損）╱溢利

經營（虧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呈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核數師酬金 140 12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93 29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2
確認為銷售成本開支的重大成本 308,886 467,682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1 (1,208)
經營前開支 19 –
租金開支 241 9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335 3,694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145 –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撇銷 39 135

9. 所得稅（回撥）╱開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稅項－海外稅
 年內撥備 16 323
 過往年間超額撥備 (51) (25)

(35) 298

本公司在新加坡成立及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均沒有應課稅溢利。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地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10. 每股（虧損）╱盈利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是根據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年度內（虧損）╱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內（虧損）╱溢利 (1,876) 4,521

普通股數目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股 千股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70,804 170,804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存在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
於該等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11

11. 股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就上一個財政年度批准並於年內派付的末期股息
　（免稅，單一稅制）為每股2.0新加坡仙
　（二零一零年：每股合併前普通股0.5新加坡仙） 2,833 2,520
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派付
 的中期股息（免稅，單一稅制）為無
　（二零一一年：每股1.0新加坡仙） – 1,324

2,833 3,844

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董事將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每股普通股份
1.0新加坡仙末期股息（免稅，單一稅制）。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反映是次應付股息，其
將作為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保留盈利分配計入股東權益。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10,377 9,301
貿易及應收票據 17,015 17,428

27,392 26,729
按金 37 33
暫付款 7 130
預付款 1,789 1,101
其他應收款項 9,636 4,329
非貿易結餘應收下列各方的
　－聯營公司 1,787 1,849
　－一非控制性股東 435 443
貿易結餘應收下列各方的
　－一關連公司（附註） 835 985

14,526 8,870

41,918 35,599

應收聯營公司、一非控制性股東及一關連公司的款項乃無抵押、不計息並按要求償還。

附註： 本集團其中一附屬公司（「該附屬公司」）曾委任一名代理人（「代理人」）作為中介人
以分別向客戶及船東租入及租出船舶。鑑於該附屬公司股東之間的爭議，該附屬公
司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份終止其營運。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的應收代理淨
金額為835,477美元。

就上述事項，該附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向該代理人提出法律訴訟。就向該代理人
提出簡易裁決申請的聆訊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而高等法院的預審會議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提出下一步應有行動的時間限期。

基於上述理由，本公司董事們認為該應收代理金額835,477美元將能收回並無須於二
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就此作出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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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 14,061 16,965

逾期少於1個月 1,609 432
逾期1至3個月 1,345 25
逾期3至12個月 – 6

逾期款項 2,954 463

17,015 17,428

本集團以信用證及預付款作結算大部份國際貿易及中國國內貿易及分銷。除此以外，本集
團訂有政策，允許國內貿易及香港分銷客戶在交付後通常享有30天信貸期。

於公告日止，本集團並無已逾期但未減值的重大結餘貿易及應收票據。董事認為，因該等
貿易及應收票據近期概無遭受重大拖欠，故並無必要對貿易及應收票據作出減值撥備。本
集團沒有未逾期但未減值的貿易及應收票據，因為與擁有眾多良好信貸記錄的獨立客戶有
關。本集團一般不會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措施。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貿易及應收票據金額為16,751,429美元（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
日：9,477,396美元）已抵押作為授予本集團之銀行信貸之擔保。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及應付票據 13,268 5,884

已收的銷售按金 5,019 11,827
預提經營開支 1,971 1,290
其他應付款項 7,852 923
非貿易結餘應付
　－一非控制性股東 314 314

15,156 14,354

28,424 20,238

應付一非控制性股東的款項乃無抵押、不計息並按要求償還。

貿易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於3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 13,266 5,795
於3個月後但於6個月內到期 – –
於6個月後但於1年內到期 – –
於1年後到期 2 89

13,268 5,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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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借貸（有抵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多於一年償還
銀行貸款－1 5,000 –

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銀行貸款－2 723 2,847
進口票據貸款 – 1,039
存貨貸款 – 4,815
按揭貸款－1 2,239 2,602
按揭貸款－2 735 –
貿易應收款項貸款 3,850 1,352
信託收據貸款 4,004 5,421

11,551 18,076

總額 16,551 18,076

本集團作貿易營運的借貸乃按以下方式作抵押：

－ 將本集團的租賃土地及樓宇合法抵押；

－ 將本集團的按金及現金保證金合法抵押；

－ 抵押相關財務交易的資產（貨物及相關所得款項）;

－ 共同借款人的公司雙互擔保（倘適用）；及

－ 新源控股有限公司的公司擔保。

本集團作項目貸款給予其中一間附屬公司的借貸乃按以下方式作抵押（只適用於二零一二
年四月三十日）：

－ 將股東權益合同、契約合同、保險合同及應收賬合同合法抵押；

－ 將土地、在建工程、廠房及設備合法抵押；

－ 一附屬公司之股份抵押；

－ 浮動按揭；及

－ 新源控股有限公司的公司擔保。

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銀行貸款乃按以下方式償還：

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的銀行貸款－1須由提取日後24個月（二零一一年：無）內償還。

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的銀行貸款－2須由提取日起128日（二零一一年：90日至165日）
內償還。

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的按揭貸款－1剩餘應付期數為71期（二零一一年：83期）分期付
款，每期32,680美元須由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開始償還（二零一一年：32,561美元須由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始償還）。

新造按揭貸款－2按月分成相等的111期分期付款，每期9,070美元須由二零一二年四月二
十一日開始償還（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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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的信託收據貸款分別須由授出日期起90日及60日
至120日內償還。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的貿易應收款項貸款須由開始日期起90日內償
還。

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沒有存貨貸款及進口票據貸款。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的存貨
貸款須由開始日期起90日至150日內償還。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的進口票據貸款須由授
出日期起14日內償還。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分比 百分比

加權平均利率於報告期末如下：

銀行貸款－1 5.30 不適用
銀行貸款－2 6.71 5.96
進口票據貸款 不適用 1.84
存貨貸款 不適用 2.77
按揭貸款－1 1.20 1.09
按揭貸款－2 7.05 不適用
貿易應收款項貸款 2.50 2.30
信託收據貸款 3.35 2.33

15. 比較數字

某些比較數字須重新分類，以同本年所呈列者相符。

股息

派付末期股息

董事現擬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每股普通股份1.0新加坡仙末期股
息。待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將予刊發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上批准派付末期股息後，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即記錄日期）營業結束時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有權收取末期股息，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四
日派付。為符合資格收取擬派末期股息，於香港股東名冊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東
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填妥的股份過戶表格連同
相關股票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寶德隆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銅鑼灣希慎道33號利園12樓），以供辦理登記手續。

就於新加坡股東名冊持有股份的股東而言，最遲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下
午五時正前，將所有填妥的股份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送達本公司新加坡股份
過戶登記處Boardroom Corporate & Advisory Services Pte. Ltd.（地址為50 Raffles 
Place, #32-01 Singapore Land Tower, Singapore 048623），以供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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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香港股東名冊所載持有股份的股東將以港元收取彼等的末期股息，而按新加坡
股東名冊所載持有股份的股東將以新加坡元收取彼等的末期股息。本公司將於二
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公佈計算末期股息適用的港元兌新加坡元的匯率。

表現回顧

收益

鑒於經濟情況不穩定、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關注增加、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出現硬著陸的擔憂，加上環球貿易量大幅下跌，令環球鋼鐵業仍然充滿挑
戰。面對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本集團回顧年內採取小心審慎的業務方向。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本集團的收益約
327,800,000美元，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501,600,000美元下跌約34.6%。來自主要業務分部的國際貿易業務收益佔本集團
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及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的總收益分別約69.6%及84.1%。
本地貿易業務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及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分別約佔12.7%及
13.1%。煤炭分部錄得強勁增長，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14,300,000美元，增長
約306.3%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約58,100,000美元，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及二
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佔本集團總收益分別約17.7%及2.8%。強勁增長是由於本集團
成功發掘新的煤炭客戶。然而，經濟下滑使鋼鐵業的貿易量減少，繼而導致鐵礦
業務下跌，因而抵銷了增幅。

就區域收益貢獻而言，北亞市場仍為本集團的主要市場，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
度佔總收益約252,500,000美元，而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436,200,000美元。於
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及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北亞市場分別佔總收益約77.1%及
87.0%。

東南亞市場錄得輕微的收益增長，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57,900,000美元，增
加約15.1%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約66,700,000美元，佔本集團二零一二年財政年
度及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的總收益分別約20.3%及11.5%。主要由於新增之泰國客
戶所致。

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及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從其他地區獲得的收益佔本集團
總收益分別約2.6%及0.8%。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印度及中東均未有錄得收
益，而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錄得約3,400,000美元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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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33,900,000美元，下跌約44.2%至二零一二
年財政年度約18,900,000美元。此外，於截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本集團的毛
利率由約6.8%下跌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約5.8%。本集團的毛利和毛利率下跌乃
由於鋼鐵需求疲弱及原材料成本波動所致。此外，本集團保持微薄的利潤，以挽
留優質的買家及發掘煤炭業務的新客源。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2,600,000美元下跌約25.4%至二零一二年財政
年度約2,000,000美元。下跌主要由於上一個期間與供應商及客戶終止合約而錄得
2,200,000美元的賠償所致，而回顧年度內則未有錄得任何賠償。有關影響已由於
年內衍生金融工具之變現收益淨額及公平值收益增加、政府補助及中國業務的利
息收入增加而抵銷。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本集團就管理已承諾的新項目資本
投資所產生的貨幣風險訂立的不交收遠期合約的已變現收益淨額及公平值收益分
別約為237,000美元及7,000美元。利息收入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18,000美元
增加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約268,000美元。此乃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加強了資金管
理。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的政府補助主要包括由中國政府給予的
補助約679,000美元作為答謝本集團對項目的注資，而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則未有
錄得補助。

分銷及銷售成本

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本集團的分銷及銷售成本約為14,600,000美元，較二零
一一年財政年度約23,800,000美元下跌約39.0%，主要是由於在二零一二年財政年
度，銷售量下降及實施直銷開支成本控制，如港口處理費用及船務處理費用。

行政開支

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行政開支約為7,300,000美元，較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
6,700,000美元上升約8.9%，升幅主要是由於進行新項目、管理層擴大及聘請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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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1,035,000美元上升約9.0%至二零一二年財政年
度約1,128,000美元。財務成本上升是由於本財政年度借貸增加及中國利率上升所
致。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約245,000美元下跌約28.2%至二零一二年財
政年度約176,000美元。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匯兌虧損淨額及固定資產減值分
別錄得約31,000美元及145,000美元。相對而言，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錄得匯兌收
益淨額約1,200,000美元，有關收益因雙重上市開支及預付款項撇銷而抵銷，在二
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分別約為1,300,000美元及135,000美元。

所得稅

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內錄得所得稅回撥約35,000美元，而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錄
得所得稅開支約298,000美元，有關變動主要由於本財政年度溢利減少。

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回顧

儘管於回顧期內的宏觀經濟狀況不明朗，本集團推行有效成本控制措施及嚴格的
存貨控制措施，以改善營運效率、維持穩健的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

存貨

存貨由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約19,300,000美元減少約5,600,000美元至二零一二
年四月三十日13,700,000美元。這是因為本集團於回顧年度實施低存貨成本政策
所致。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由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約35,600,000美元上升至二零一
二年四月三十日約41,900,000美元。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
及其他應收款項分別佔應收款項總額約40.6%（約17,000,000美元）及59.4%（約
24,900,000美元），而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則
分別佔應收款項總額約48.9%（約17,400,000美元）及51.1%（約18,200,000美元）。
其他應收款項的增加主要由於預付建造江蘇製造廠的工程進度款上升所致。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約20,200,000美元上升至二零一二
年四月三十日約28,400,000美元。相比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該上升乃由於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建造江蘇製造廠的應付進度款及貿易及應付票據上升。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錄得有關於建造江蘇製造廠的進度付款約7,800,000美
元。貿易及應付票據與貿易應收款增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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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由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約
35,800,000美元減少約8,200,000美元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約27,600,000美元。
其中約2,800,000美元用作派發股息，約3,300,000美元用於收購江蘇省土地、設立
上海新辦事處及江蘇製造廠，而約1,700,000美元則用作償還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佔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約47.2%（於
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佔資產淨值約57.5%)。

未來前景

鑒於全球經濟仍陷於困局，尤以歐美經濟最為嚴重，各國均對中國寄予希望。五
月份最新的交易數據緩和了中國出現硬著陸的憂慮，相信在合適時段採取適當的
刺激經濟措施及放寬信貸條件，將使中國經濟緩步上揚或呈現軟著陸走勢。

本集團對前景充滿信心，並已把握中國有利的市場條件，為未來數年在國際貿易
業務及「輕資產、高回報」的投資方面取得穩定增長作好準備。

業務進展

煤炭

中國作為主要以煤炭為燃料的國家，目前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一大煤炭進口
國。由於煤炭需求不斷增長且並無因中國經濟增長較往年緩慢而減弱，故預計中
國煤炭進口量將於未來數年繼續上升。

在預期動力煤及冶金用煤的供求差距持續的情況下，本集團積極向發電廠及水泥
廠（動力煤）和鋼材廠（冶金用煤）尋求直接供貨機會，並與其建立長期業務夥伴
關係。

有鑑於此，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訂立一份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以收購廣
東永朋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廣東永朋」）之51%股權。股份轉讓繼而於二零一二
年五月十五日獲批准，而廣東永朋則成為中外合資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上述
收購尚未完成，並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初前完成。本集團將於有需要時根據
新交所上市手冊及香港上市規則另行發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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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永朋於中國從事（其中包括）煤炭批發及分銷以及進出口業務。更重要的是，
其持有有關於中國境內及全國買賣煤炭的有效煤炭經營資格證，而營業執照具有
進出口權利允許其進口煤炭及其他產品。

此乃本集團跨越國際貿易業務，邁向供應行業內具有穩定及持續增長的終端買家
（即發電廠、水泥廠及鋼材廠）的重要措舉。

新項目

鍍錫鋼片（「鍍錫鋼片」）製造

本集團自二零一一年宣佈推行該項目以來一直進展順利。廠房即將落成，而主要
建築工程亦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完工，預期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投產，目標年產
能為150,000噸。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日與中國政府簽訂不具法律約束力的
投資意向書，以擴展第二期工程，工程計劃於二零一三年展開。第二期工程將提
升總年產能至300,000噸。本集團將於有需要時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及香港上市規
則另行發出公告。

該項目可為本集團開拓新領域。由於中國高端市場的加工食品及飲料需求上升，
國內生產與有關食品及飲料包裝業的高檔鍍錫鋼片產品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該
項目讓我們可以涉足食品及飲料包裝業價值鏈中最具策略意義的部份。我們掌握
生產高端鍍錫鋼片產品的先進技術，以及強大的採購與銷售及市場推廣管理能力
等競爭優勢，讓我們藉該項目於同儕中脫穎而出。

該項目讓本集團於食品及飲料包裝業價值鏈上建立穩固基礎，進一步參與下游及
高增值鍍錫鋼片印刷、製罐及裝貨工序發展，以謀求最高盈利。

天津加工廠

天津加工廠是上述的鍍錫鋼片項目之食品及飲料包裝產業延伸。加工廠位於天津
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西區，主要從事鍍錫鋼片及非鍍錫鋼卷的開卷、切割及印
刷工序，以在當地銷售及於全國分銷。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正與目標夥伴就可能
成立合資公司落實條款，以投資於有關上述廠房的目標業務的生產設施。

其他項目

於回顧年度內，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尚未就其他項目產生任何成本。本集團
將於有需要時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及香港上市規則另行發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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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對賬

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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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的綜合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差異。

營運及財務風險

市場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市場風險包括主要產品的平均買賣價的變動，以及利率及匯率的波
動。

商品價格風險

本集團亦面對產品售價及購買成本波動所帶來的商品價格風險。

利率風險

本集團所面對的主要市場利率風險包括本集團的浮息借貸。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收益及成本主要以美元列值。部份成本或會以港元、人民幣或新加坡元
列值。

通脹及貨幣風險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消費
物價指數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4.1%，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則
4.6%。中國的通脹情況對本集團的營運業績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監控其面對的資金短缺風險。本集團會考慮其財務投資資產（例如貿易應
收款項及其他財務資產）及預期來自業務的現金流量的到期情況。本集團的目標
為利用銀行貸款達致資金持續供應與資金靈活度之間的平衡。按照綜合財務報表
所反映借貸的面值計算，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債務約11,600,000
美元（二零一一零年四月三十日：18,100,000美元）或69.9%（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
日：100%），將於一年內到期。

資本負債比率風險

本集團監控其資本比率，藉以支持其業務及提高股東價值。本集團管理其資本架
構並因應經濟狀況作出調整。為維持或調整資本架構，本集團或籌措新債務或發
行新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管理資本的目
標、政策或程序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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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資產負債表日，並未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財務報表中提撥準備的或然負債如
下：

(a) 附追索權的貼現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備信用證支持的附追索權貼現票據 – 26,458

(b) 擔保

本公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就附屬公司銀行信貸向銀行
 作出的企業擔保 538,022 478,722

本公司就授予其附屬公司的銀行信貸向銀行作出企業擔保。該等擔保為財務擔保
合約，合約規定本公司在附屬公司未能根據支取信貸的條款於到期時支付本金或
利息時須補償銀行。財務擔保並未於本公司的財務報表中確認，因為要求作出補
充的機會甚微，本公司並不預期根據此等企業擔保產生重大虧損。

重大訴訟及仲裁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27,600,000美元（於二
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約35,800,000美元）。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資產負債
比率（按淨債除以權益的百分比計算）約34%（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約15%）。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流動比率為2.07倍（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2.35
倍）。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於可見將來財務責任到期時悉數支付其
財務責任。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買賣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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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41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71名）。本集團乃基於個別員工的資歷、工作經驗、市場條件及表現等因素釐定其
僱員薪酬。本公司並無僱員購股權計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
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審核委員會亦與本公司之外部核數師
討論本集團之會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聯交所於二零一一年十月頒佈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經修訂香港企業管治守則」）
為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的修正版以取代舊香
港企業管治守則（「舊香港企業管治守則」），適用於涵蓋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後期
間的財務報告。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本公司已遵守舊香港企業管治守則，亦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
三十日止期間遵守了經修訂香港企業管治守則，除(i)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
未有按兩者所述守則條文第A.4.1條所載有指定任期外（有關規定為委任非執行董
事須有指定任期及須重選連任），惟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須按照本公司組織章程
細則輪值告退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及(ii)本公司未有按經修訂香港企業管治
守則條文D.1.4條規定發行人應有正式的董事委任書訂明有關委任的主要條款及條
件向獨立非執行董事發出正式的委任書外，惟董事會已就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職責
制定職權範圍載有董事會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及職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應用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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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
後，董事確認彼等在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
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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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業績公告

本公告將在適當時候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novogroupltd.com)、聯交所網
站(http://www.hkex.com.hk)及新交所網站(http://www.sgx.com)。

承董事會命
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余永強

香港，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余永強先生、周建華先生及周建新先生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子龍先生、符德良先生及謝道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