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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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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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ingde Gases Group Company Limited
盈德氣體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168）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期間之
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盈德氣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

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合併業績如下：

財務資料

以下財務資料摘自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採納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編製的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及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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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2,380,088 2,060,206

銷售成本 (1,636,208) (1,301,072)
  

毛利 743,880 759,134

其他收益 10,912 1,018

銷售費用 (87,678) (46,791)

管理費用 (179,650) (101,839)
  

經營收益 487,464 611,522

財務收入 4(a) 16,103 8,853

財務成本 4(a) (73,967) (52,79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 (179)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48) –
  

除稅前利潤 4 429,558 567,400

所得稅 5 (35,980) (73,252)
  

本期利潤及綜合收益總額 393,578 494,148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91,528 491,903

非控股股東權益 2,050 2,245
  

本期利潤及綜合收益總額 393,578 494,148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6

 基本 0.217 0.272

 攤薄 0.217 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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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201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於2012年 於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額 5,376,700 5,076,177
在建工程 2,229,019 992,681
租賃預付款項 296,200 126,243
無形資產 61,390 61,563
應收融資租賃款 13,374 13,683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67,463 399,756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38,736 –
其他非流動資產 948,783 939,738
遞延稅項資產 45,061 27,574

  
非流動資產總額 9,476,726 7,637,415

  
流動資產

存貨 54,105 32,32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7 1,052,704 1,029,231
應收融資租賃款 2,117 2,117
可收回所得稅 24,861 6,463
已抵押銀行存款 300,727 158,95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94,091 958,280

  
流動資產總額 2,428,605 2,187,365

  
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 1,504,470 1,115,52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943,336 1,363,016
融資租賃負債 26,159 10,525
應付所得稅 57,203 73,913

  
流動負債總額 3,531,168 2,562,974

  
流動負債淨額 (1,102,563) (375,60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8,374,163 7,26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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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201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於2012年 於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 3,038,822 2,084,823

融資租賃負債 105,370 119,836

遞延稅項負債 63,753 53,796
  

非流動負債總額 3,207,945 2,258,455
  

資產淨值 5,166,218 5,003,351
  

權益

股本 12 12

儲備 5,107,378 4,991,27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5,107,390 4,991,283

非控股股東權益 58,828 12,068
  

權益總額 5,166,218 5,003,351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集團重組

 盈德氣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07年9月25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經綜合及修訂的1961年第
三號法例）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從事工業氣體生產及銷售。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公開上市，本集團進行了重組（「重組」），以優
化本集團的架構。重組於2009年7月10日完成，據此本公司成為本集團旗下各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有關
重組的詳情載於本公司2009年9月24日刊發的招股章程中。本公司以每股7.00港元的價格，將339,232,500
股每股面值0.000001美元的普通股通過公開發行普通股的方式發售給香港以及海外投資者。本公司股份於
2009年10月8日在聯交所上市。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於2012年6月30日的流動負債比流動資產多人民幣1,102,563,000元，其中包括一年內到期的銀行及其
他貸款人民幣1,504,470,000元。在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董事已考慮本集團的流動資金來源，並認為本集團
有足夠的資金應付短期負債及資本開支需要。因此，中期財務報告是以本集團將可以持續經營的基礎編製。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在中國生產和銷售工業氣體。雖然工業氣體分別銷售給現場供氣客戶和零售客戶，本集團的最高行政
管理層定期審閱其合併財務信息以進行表現評價和作出資源分配決策。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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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已扣除╱（計入）：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財務（收入）╱成本：
利息收入 (4,977) (8,005)
應收融資租賃款的融資收入 (814) (848)
匯兌收益 (10,312) –

  
財務收入 (16,103) (8,853)

  
銀行及其他貸款的利息 116,061 79,123
融資租賃負債的融資費用 1,168 1,195

  
利息支出總計 117,229 80,318
減：資本化借款成本 (43,262) (32,218)

  
73,967 48,100

匯兌虧損 – 4,696
  

財務成本 73,967 52,796
  

57,864 43,943

  
借款成本按以下利率資本化：

資本化比率（每年） 5.3%-7.8% 5.4%-7.3%

  
(b) 其他項目：

公用費用
　－電費 1,100,777 856,277
　－蒸汽 257,731 238,661
折舊 170,277 124,114
攤銷
　－租賃預付款項 1,826 735
　－無形資產 2,041 638
員工成本 130,957 79,048
經營租賃費用：最低租賃款項（土地及房屋） 5,931 2,94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準備╱（轉回） 26,347 (3,30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損失淨額 3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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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中國所得稅準備 43,510 63,604

遞延稅項 (7,530) 9,648
  

35,980 73,252

  

(a)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定，本集團無需支付任何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所得稅。

 本集團於本期及以前期間並無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的應課稅收入，故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除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享受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的過渡條款按法定稅率50%豁免計稅，根據中國
所得稅相關規則及規定，當期中國所得稅是按應課稅利潤的25%（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5%）法定稅率計算。此外，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根據國家及地方稅務機關發佈的相關
條例，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位於中國西部大開發地區享受15%的優惠稅率。

(b) 於2007年12月31日前，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頒發的相關稅收法規從當地稅
務局獲得了購買合資格國產設備所得稅抵免的批復。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2008年5月頒發的國稅發
[2008]52號文，自2008年1月1日起，停止此稅收抵扣政策。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若干
附屬公司從相關當地稅務局取得了允許使用於2007年12月31日前獲得的尚未使用的稅項抵扣人民幣
25,423,000元（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人民幣47,380,000元）。

(c) 中國居民企業分派於2008年1月1日後取得的盈利給其中國大陸以外的直接控股公司按照10%的稅率
徵收預扣稅，除非有相關條約或協議對有關稅率予以減免。於2008年1月1日之前取得但仍未分派的盈
利免徵該等預扣稅。

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每股基本盈利是按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
391,528,000元（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人民幣491,903,000元），以及截至2012年6月
30日止6個月期間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1,806,830,000股（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1,807,139,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公司在本期及以前期間均沒有潛在攤薄普通股，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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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12年 於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562,028 447,964

應收票據 153,931 238,519

減：呆賬準備 （46,855） （20,508）
  

669,104 665,975

押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83,600 363,256
  

1,052,704 1,029,23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以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準備後），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於2012年 於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逾期 540,041 555,218
  

逾期不超過一個月 48,628 86,016

逾期一至三個月 38,858 11,906

逾期三個月至十二個月 41,577 12,835
  

逾期金額 129,063 110,757
  

669,104 665,975

  

 現場客戶應收賬款信貸期一般為30至45日。應收票據一般自開票日起180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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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a) 本中期應付予權益持有人的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沒有建議派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
月期間：零）。

(b) 於中期期間內批准的應付予權益持有人的上一個財政年度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隨後中期期間內批准的上年度末期股息 234,888 180,683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人民幣0.13元末期股息，共計人民幣234,888,000元，已於2012年
6月15日召開的股東周年大會中獲批准。該股息其後於2012年7月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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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承接去年全球經濟倒退的氣候，國內2012年上半年的經濟增長持續放緩。隨着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進一

步顯效，行業競爭加劇以及下游行業需求疲弱等因素影響，下半年經營環境依然嚴峻。

作為國內工業氣體行業的領航者及中國多間鋼鐵企業的主要氣體供應商，本集團的主要業務也有受到

一定的影響。即便經濟環境充滿了挑戰，本集團於2012年上半年仍共簽定6份現場供氣的新合約，將

為本集團未來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本集團有39個正在營運的生產設施及27個正在興建的生產設施。以裝機氧氣容

量計算，總裝機容量達到990,400標準立方米╱小時，同比上升26.4%。回顧期內，本集團共銷售6,384

百萬標準立方米工業氣體，同比上升31.1%，氧氣產品、氮氣產品及氬氣產品的總銷量分別為3,269百

萬標準立方米、2,762百萬標準立方米及64百萬標準立方米。預計在2015年所有在建項目完成後，總

裝機容量將超過1,700,000標準立方米╱小時。

現場供氣業務回顧

根據2011年SAI報告研究指，本集團為現時中國最大獨立現場工業氣體供應商，其主要氣體產品為氧

氣、氮氣及氬氣。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本集團現場供氣業務的收入為人民幣2,094百萬

元，同比增加24.2%。現場氣體供應佔本集團業務收入約88.0%，主要是來自鋼鐵、化工及有色金屬行

業的客戶群。本集團一向嚴格挑選客戶，並與現場供氣客戶簽定長期及包括最低供氣量條款的合約，

以確保本集團收入穩定。

透過新項目拓展業務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本集團簽訂的新長期現場供氣合約如下：

所屬地區 客戶所屬行業

預計裝機容量

（標準立方米╱小時）

河北 化工 40,000（氫氣）

河南 有色金屬 6,400（氧氣）

山東 化工 40,000（氧氣）

山西 鋼鐵 20,000（氧氣）

新疆 鋼鐵 20,000（氧氣）

廣東 鋼鐵 60,000（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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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氣體業務回顧

受製造業持續低迷，下游需求萎縮等因素的影響，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本集團零售氣

體業務的營業收入為人民幣286百萬元，同比減少23.5%，佔本集團業務收入比例跌至12.0%。其中，

由於鋼鐵加工行業的不景氣，氧氣的銷量同比下降超過30%。氬氣受到國內光伏市場低迷的影響，單

價價格同比下滑40.2%。

財務回顧

本集團藉著多年的市場經驗及策略，於2012年上半年仍錄得穩定的銷售收入。截至2012年6月30日

止6個月期間，本集團錄得總營業額為人民幣2,380百萬元，較2011年同期的人民幣2,060百萬元增加

15.5%。營業額上升主要由於較去年同期有8組新生產設施投入營運，使現場供氣收入上升，但被零售

收入下降抵消部份增長。本集團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錄得毛利人民幣744百萬元，比去年同期下

跌2.0%，整體毛利率為31.3%。此外，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為人民幣392百萬

元。

收入

我們的收入主要包括銷售工業氣體產品的所得款項。我們的收入於我們的氣體產品付運至客戶的物業

而客戶確認接受貨品且我們已轉讓有關貨品的風險及擁有權回報時確認。收入數字為扣減增值稅後的

銷售貨品發票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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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自現場供氣及零售客戶所得的收入：

截至6 月30 日止6 個月期間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現場 2,094,272 88.0 1,686,185 81.8

零售 285,816 12.0 374,021 18.2
    

總計 2,380,088 100.0 2,060,206 100.0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向我們的零售客戶銷售的氣體加權平均單位價格：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2年 2011年

單位價格

（人民幣／標準立方米）

氧氣 0.93 0.99

氮氣 0.79 0.78

氬氣 2.19 3.66
  

加權平均單位價格 1.17 1.37

  

一般影響我們向零售客戶所售氣體價格的主要因素包括當地市場現貨價格、當地供求及經濟狀況。向

現場供氣客戶銷售產品的定價乃根據供氣合約指定的定價安排按個別情況釐定。

銷售成本

我們的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公用費用、生產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開支、生產團隊的員工成本以

及其他開支。公用費用要包括電費和蒸汽費用，截至2012年及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分別佔我

們總銷售成本83.0%及84.2%。折舊及攤銷開支主要與我們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有

關，以直線法按該等資產的估計可使用年期計算。員工成本主要與我們向僱員支付的薪金、花紅、福

利及供款或向本公司生產團隊員工提供的福利有關。其他開支主要包括其他消耗品及維修及保養。

銷售成本由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人民幣1,301百萬元增加25.7%至截至2012年6月30日

止6個月期間的人民幣1,636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收入增加所致。銷售成本佔收入的百分比由截至2011

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63.2%上升至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68.7%，主要由於零售市

場的售價下降及需求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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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費用

所得稅費用由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人民幣73百萬元減少50.7%至截至2012年6月30日

止6個月期間的人民幣36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位於中國西部大開發地區享受15%

的優惠稅率，及若干附屬公司使用了國產設備所得稅抵免。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總資產約為人民幣11,905百萬元，比2011年12月31日增加人民幣2,080百

萬元。銀行存款及現金為人民幣994百萬元，比2011年12月31日增加人民幣36百萬元；本集團流動比

率為68.8%。本集團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的槓杆比率為56.6%。

財務資源

銀行及其他貸款

於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貸款 380,000 320,000

長期貸款的流動部分 1,124,470 795,520
  

1,504,470 1,115,520

長期貸款的長期部分 3,038,822 2,084,823
  

4,543,292 3,200,343
  

於2012年6月30日，就銀行及其他貸款抵押的資產賬面價值為人民幣2,141百萬元（2011年12月31

日：人民幣2,34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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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零）。

未來展望

儘管2012年工業氣體市場因全球經濟下挫及中國增長放緩而受到影響，尤其零售市場方面表現反覆，

但本集團對下半年的市場仍充滿信心，並會緊貼市場步伐及把握機會，物色更多良好的客戶。在維持

現場供氣業務的同時，本集團會於零售市場採取積極進取的策略，開拓更多客戶，藉此為股東帶來更

大的回報。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奉行高水平企業管治標準。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已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

區分的規定。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為Zhongguo Sun先生。然而，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削弱董事會

的權力平衡與權威。董事會現時由三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獨立非執行董事佔

董事會的50%，高於上市規則之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佔據董事會如此高的比例，可確保彼等的意見

受到重視，並反映董事會獨立性。

Sun先生為本集團的主要創辦人，自本集團成立以來一直負責運營管理，在本集團擴展期間發揮了重要

作用。Sun先生於工業氣體行業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且經營管理能力卓越。目前，董事會認為，由

Sun先生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有助於加快董事會的決策，從而有利於本集團的管理與發展。董事會仍會

考慮於適當時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分離以遵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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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用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的行為守則規管董

事進行的證券交易。於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6

月30日期間遵守行為守則的所有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現時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昭先生（主席）、鄭富亞先生及王京博士組成。審核

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亦已與本公司高級

管理層討論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慣例以及內部控制等事項。

承董事會命

盈德氣體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Zhongguo Sun

香港，2012年8月14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Zhongguo Sun先生、趙項題先生及Trevor Raymond Strutt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徐昭先生、鄭富亞先生及王京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