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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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 源 化 工（集 團）有 限 公 司
Ko Yo Chemcial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27）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盈利約
人民幣81,2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6.1%。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未 經 審 核 之 營 業 額 約 人 民 幣
770,00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7%。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之每股基本盈利約
為人民幣1.13分。

董事不建議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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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玖源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或「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經營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據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賬目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769,967 791,649
銷售成本 (549,432) (657,540)

  

毛利 220,535 134,109
  

利息收入 5,361 4,120
分銷成本 (27,318) (21,407)
行政費用 (34,700) (37,169)
其他收入 1,257 823

  

經營溢利 4 165,135 80,476
財務成本 (59,840) (24,157)

  

除稅前溢利 105,295 56,319
稅項 5 (24,107) (744)

  

股東應佔溢利 81,188 55,575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6 1.13 0.78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分） 6 1.13 0.76
  

已宣佈之每股股息（港仙） 7 零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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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28,009 1,521,150
 遞延所得稅項資產 11 2,437 2,163
 採礦權 334,306 334,306
 無形資產 11,438 11,438
 土地使用權 55,284 55,401

  

2,231,474 1,924,458
  

流動資產
 存貨 44,747 43,22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54,716 155,194
 預付所得款項淨額 — 6,357
 抵押銀行存款 1,019,592 789,009
 現金及銀行存款 46,506 132,094
 持作銷售之非流動資產 198,784 198,784

  

1,464,345 1,324,65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268,404 307,123
 短期借貸，有抵押 10 1,865,343 1,448,846
 長期借貸之即期部分，有抵押 10 89,541 93,329

  

2,223,288 1,849,298
  

流動負債淨值 (758,943) (524,64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72,531 1,39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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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方式：
 股本 138,618 138,618
 儲備 962,630 881,442

  

 股東資金 1,101,248 1,020,060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貸，有抵押 10 276,606 284,655
 衍生金融負債 5,072 5,072
 遞延補貼收入 7,050 7,476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 82,555 82,555

  

371,283 379,758
  

1,472,531 1,39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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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淨現金 140,282 231,281
已付利息 (59,840) (24,157)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流入 80,442 207,124
  

投資活動
 購買固定資產及在建工程支付之款項 (345,468) (138,906)
 已收利息 5,361 4,120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流出 (340,107) (134,786)
  

融資活動前之現金淨（流出）╱流入 (259,665) 72,338
  

融資活動
 抵押銀行存款增加 (230,583) (180,948)
 發行普通股 — 19,606
 應付新造貸款 655,843 309,116
 償還銀行貸款 (251,183) (174,840)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流入╱（流出） 174,077 (27,0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 (85,588) 45,272
於一月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2,094 71,966

  

於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6,506 11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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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基於股份的
補償儲備 儲備基金

企業
拓展基金 留存利潤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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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36,100 527,722 (22,041) 14,186 21,830 1,131 216,049 894,977

發行新股份 2,518 17,088 — — — — — 19,606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淨溢利 — — — — — — 55,575 55,57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38,618 544,810 (22,041) 14,186 21,830 1,131 271,624 970,158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38,618 550,133 (22,041) 14,186 33,304 1,131 304,729 1,020,060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淨溢利 — — — — — — 81,188 81,188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38,618 550,133 (22,041) 14,186 33,304 1,131 385,917 1,10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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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內地從事生產和銷售化學製品和化學肥
料。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會計標準」）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
巿規則（「上巿規則」）第16章之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所應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保持一致。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
法為計量基準，以公平值計量之若干投資物業及金融投資除外。所有集團內之公司間交
易及結餘已於綜合時對銷。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額人民幣758,943,000元。本公司董事已適
當考慮本集團之流動資金，並就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
表採納持續經營基準，且本公司擁有正經營溢利、持有足夠銀行存款及其將與銀行就尚
未償還銀行貸款續期成功磋商為準。

本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於該六個月期間，在扣除退貨、折扣及增值稅（倘適用）後，就所出售之化學製品
及化學肥料而已收及應收之款項淨額。本集團之收益主要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營業額包括下列製品：

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BB肥及複合肥 73,609 9.6 107,900 13.6

碳酸鈉 — — 59,165 7.5

氯化銨 — — 25,160 3.2

尿素 540,934 70.2 454,966 57.5

氨 121,153 15.7 113,534 14.3

碳酸氫銨 1,759 0.3 5,482 0.7

其他（附註） 32,512 4.2 25,442 3.2
    

769,967 100 791,649 100
    

附註： 其他包括尿素、磷酸氫二銨、水溶性高之沖施肥及碳酸鈉的貿易。



– 8 –

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扣除：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9,971 39,178

 — 退休計劃供款 3,969 5,948

存貨成本 549,432 657,540

應收呆賬撥備 1,098 129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1,532 534

樓宇之經營租賃 499 860

折舊及攤銷費用 37,193 33,828

核數師酬金 757 518
  

5. 稅項

本集團並無就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或香港之利得稅提撥準備，原因是本集團於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產生自或源自該等司法權區之應課稅溢利。

成都玖源化工有限公司（「成都玖源化工」）、成都玖源複合肥有限公司（「成都玖源複合肥」）
及四川玖源農資化工有限公司（「四川玖源農資」）於二零一二年之適用所得稅率為25%。

達州玖源化工有限公司（「達州玖源化工」）符合資格為外商投資生產企業且位於中國大陸
西部地區。經地方稅務局批准，達州玖源化工符合開發西部地區之優惠稅項政策，享有
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之15%稅率。

因此，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達州玖源化工作出之即期所得稅撥備分約
為人民幣24,381,000元。

四川玖源農資、成都玖源複合肥、成都玖源化工及青島玖源化工有限公司於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即期所得稅撥備。

自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賬目內扣除之稅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即期稅項 24,381 776

遞延所得稅（附註11） (274) (32)
  

24,107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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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
各項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81,188 55,575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7,195,284,615 7,120,756,353

尚未行使購股權之具攤薄潛力股份之影響 6,457,201 147,598,785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7,201,741,816 7,268,355,138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止六個月之任何股息。

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19,868 18,343

預付款項、進貨按金及其他按金 96,645 101,859

應收票據 7,573 4,100

其他應收款項 30,630 30,892
  

154,716 15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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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本集團給予之信貸期為零至三個月。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少於三個月 6,847 17,664
 超過三個月惟不超過一年 13,446 79
 超過一年惟不超過兩年 681 733
 超過兩年惟不超過三年 130 83
 超過三年 5,103 5,025

  

26,207 23,584
減：應收呆賬撥備 (6,339) (5,241)

  

19,868 18,343
  

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20,750 34,233
工程應付款 15,685 23,215
應付票據 — 8,100
客戶預付款項 153,294 205,167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8,675 36,408

  

268,404 307,123
  

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少於一年 15,292 26,733
 超過一年惟不超過兩年 3,991 6,931
 超過兩年惟不超過三年 799 11
 超過三年 668 558

  

20,750 3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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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借貸，有抵押 1,865,343 1,448,846

應付長期借貸：
 少於一年 89,541 93,329

 一至兩年 103,711 103,710

 兩至五年 166,104 154,675

 五年以上 6,791 26,270
  

366,147 377,984

一年以內，並計入流動負債 (89,541) (93,329)
  

276,606 284,65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一般由本集團之若干固定資產及抵押現金存款
作抵押。該等借貸以年利率5.24厘至8.84厘（二零一一年：4.78厘至7.57厘）計息。

11. 遞延所得稅

於二零一一年及截至二零一二年止六個月期間概無對沖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

遞延所得稅項資產：

可供抵銷
未來應課稅
溢利之虧損 資產減值

遞延
補貼收入

公司間銷售之
未變現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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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12 679 472 — 2,163

計入收益表 — 274 — — 27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012 953 472 — 2,437
     

遞延所得稅負債：

評估及
勘探資產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2,55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8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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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和分析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770,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792,000,000元，減少約2.7%。股東應佔溢利約人民幣
81,200,000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溢利約人民幣55,600,000元），較去年增加約
46.1%，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1.13分（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每股基本溢利約
人民幣0.78分）。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總銷售量（不包括貿易部份）約達315,000噸（二零一一年：
400,000噸），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1%。

就回顧期間而言，本集團之邊際毛利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6.9%至28.6%，主要是
由於成本下降及產品售價回升所致。銷售成本約達人民幣549,000,000元，較去
年同期減少約16.4%。分銷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7.6%，而行政費用則減少約
6.6%。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生產和分銷的化學製品和
化學肥料產品包括尿素、液氨、BB肥、複合肥和碳酸氫銨。

於今年上半年，本集團產品銷量及營業額較去年有所下跌的原因主要是新都
工廠（位於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應政府搬遷要求已於去年下半年關停（其搬遷
至廣安的新建項目正在建設中），以及大竹工廠（位於四川省達州市大竹縣）因
生產成本不斷上漲連續出現虧損，上半年僅運行了兩個月，為減少其對公司
整體生產經營的不利影響，本公司管理層決定從二零一二年四月起安排其暫
時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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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去年同期相比，本集團業績獲得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是：

一、 受益於達州工廠較充足的天然氣供應和裝置的穩定運行，生產成本降低。

（1） 為穩定生產，公司始終致力於生產原料的組織協調工作，同時隨著中
石化普光淨化廠裝置運行的逐步向好，對外供氣能力不斷提升，使今
年上半年的天然氣供應量基本能滿足達州工廠的生產；

（2） 自達州工廠投產以來，經過近兩年的運行和兩次消缺補漏檢修，裝置
運行狀況得以優化並逐步達標，而員工對生產裝置操作掌控能力的不
斷提高亦使裝置穩定運行得到進一步保障。

基於上述兩點因素，達州工廠現有生產裝置的生產效率得到大幅提高，液
氨及尿素產品的平均生產成本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6.7%和5.0% 。

二、 受益於上半年市場行情的穩步回升。來自中國化肥資訊中心的統計資訊
顯示，今年上半年液氨及尿素的全國平均出廠價分別為人民幣3,230元╱噸
和人民幣2,238元╱噸。應市場價格變化，公司的液氨及尿素產品平均售價
也做了相應調整。

三、 受惠於公司對生產流程的嚴格管控，產品品質穩定提高，有力支撐公司產
品價格的提升。達州工廠於令年上半年產品優等品率穩定在99.56%以上。

四、 大竹工廠的暫時停產安排進一步減少了整體利潤損失。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在全球經濟走緩的形勢下，本集團充分把握市場時機，
及時調整產品售價，同時借助良好的天然氣供應形勢，保持裝置穩定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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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集團業績實現大幅提升；鑒於本公司下半年經營可能面臨的一些不確定因素，
為實現公司全年經營目標，本公司提出以下運營策略予以積極應對：

生產方面：繼續堅持以確保達州生產裝置穩定運行為工作重心，並在此前提下，
努力深挖潛力，降低能耗，降低成本，以充分發揮出達州工廠的運營效益。

市場方面：一、通過靈活調整的市場銷售策略，進一步擴大本公司於重點市
場的市場份額；二、通過不斷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來提升品牌影響力並進一
步提升贏利能力。

管理方面：一、加強員工培訓，提高員工整體素質，同時透過建立健全適合集
團未來發展的組織架構體系，以充分利用人力資源，調動員工積極性，實現
勞動效率最大化；二、加快實施ERP管理體系的構建工作，使該項目一期工作
能按計劃於今年年底內完成；三、繼續開展廣安項目的生產準備工作，為該
項目未來的順利投產提供有利保障。

鑒於本集團於業務回顧期間的業績，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前景

新都生產裝置搬遷進展

按照成都市政府搬遷要求，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對新都生產裝置予以關停，
並完成員工安置問題，為實現工廠搬遷至廣安的平穩過渡奠定了良好基礎。

按照本集團規劃的總體發展戰略，將以此次搬遷為新的發展契機，依托四川
廣安豐富的鹽鹵、天然氣及煤等資源，形成本公司新的化工生產基地。通過
前期的調研，本公司已通過廣安玖源化工有限公司和廣安路特安天然氣化工
有限公司聯合引進一套合成氨 — 甲醇聯產裝置，在廣安建設年產30萬噸合成
氨和50萬噸甲醇項目（「廣安一期項目」）。該項目的前期核准及備案工作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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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完成，項目所需的合共6.5億立方米╱年天然氣用氣指標函亦由廣
安市人民政府、中石油西南油氣田分公司及中油南充燃氣有限責任公司處獲得。
目前，由國外引進的設備已全部運抵項目現埸，並開始進入檢修及安裝階段。
項目現場的地下管網及道路施工建設已於今年上半年開工。與此同時，為實
現該項目於未來的順利投產，今年年初，本公司還組建了廣安項目生產準備部，
專門負責該項目的前期生產準備、組織架構及人員配置和培訓等工作。

於項目融資及資金支持方面，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與認購人（PA 
International及Asian Equity）訂立訂購協議，建議發行14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
年到期之9%優先債券，債券發行之估計所得款項淨額將約138,000,000港元，擬
用作位於中國四川廣安廠房之一般營運資金及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達州二期項目進程

為穩定並進一步優化達州工廠裝置的生產，並集中精力搞好廣安一期項目的
建設工作，本公司對「年產30萬噸尿素及4萬噸三聚氰胺項目」（達州二期項目）
的進程做了適度調整和延後。

通過二期項目對達州工廠的擴能和技改，預期達州工廠的最終裝置年產能將
達到合成氨500,000噸、尿素800,000噸及三聚氰胺40,000噸。

董事預期，達州工廠的穩定運行將成為本公司今年利潤增長的最大亮點，同
時達州二期項目及廣安一期項目亦將為本公司未來發展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使本公司逐步步入穩定快速增長期。

磷礦項目進展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四川承源化工有限公司（「四川承源」）位於四川省綿竹市
清平鄉的磷礦，已於二零一零年順利通過中國國土資源部審批並獲得磷礦採
礦權。目前本公司擬通過尋求與國內知名科研單位的合作，以循環經濟和節
能環保為宗旨，共同開發磷礦資源，力求獲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專利技術，
以實現以磷礦為原料生產工業級磷酸，為本公司未來產業鏈上下游拓展和可
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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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的剛性需求依然存在

今年上半年，中國氮肥市場呈現產、銷兩旺的局面，產品價格高位運行。在供
應方面，二零一零年和二零一一年連續兩年產能發揮率不高，產量增幅不大。
今年春季，國內工農業需求明顯增加，導致今年春季集中用肥季節氮肥出現
平衡並略緊的態勢。此外，由於電價、人工、融資、運輸等生產要素價格上漲，
氮肥成本有較大增長，成本的剛性支撐對產品價格上漲也起了重要作用。

而在需求方面，複合肥企業採購原料提前，且高氮複合肥和二次加工氮肥比
例較往年有所增加；國家增加農資補貼使農民用肥積極性提高：工業用量有
所增加，上述種種因素導致尿素集中用量增加，尿素價格回升。

由於化肥的消費直接關係到農業生產和糧食安全，因此肥料的剛性需求依然
存在。近期國際糧價的大幅上漲已帶動國內進口依靠度較高的品種，如大豆，
豆粕等，這將進一步波及肥料價格，對肥料價格起到穩定和支撐作用。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值約人民幣758,943,000元。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及銀行存款約人民幣46,506,000元、
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1,019,592,000元、存貨約人民幣44,747,000元、持作銷售
之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198,784,000元、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約人民
幣154,716,000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包括短期貸款約人民
幣1,865,343,000元、長期貸款之即期部分約人民幣89,541,000元及應付貿易賬款
及其他應付款項約人民幣268,404,000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約人民幣189,000,000元尚未支付資本承
擔額。

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46,506,000元及
備用銀行信貸約人民幣84,000,000元。本公司擬透過現有銀行結餘及備用銀行
信貸，為本集團將來業務、資本支出及其他資本需要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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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
比率分別為236%及219%。資本負債比率乃根據截至相關結算日負債總額除以
總權益而計算。資本負債比率增加之原因為短期銀行貸款增加。然而，絕大
部分短期貸款已由抵押銀行存款擔保。倘若於計算資本負債比率時，將短期
貸款減去抵押銀行存款，則得出之資本負債比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143%及141%。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收購╱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出售。

國際金融公司（「國際金融公司」）認購新股份

誠如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之公佈所披露，
本公司與國際金融公司同意終止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之認購協議。
然而，國際金融公司將會與本公司就其他潛在融資安排進行磋商。

發行140,000,000港元之9%優先債券及非上市認股權證

誠 如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之 公 佈，本 公 司 與Asian Equity Special 
Opportunities Portfolio Master Fund Limited及PA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VII Limited（「認
購人」）訂立認購協議，內容有關向認購人發行140,000,000港元之9%優先債券及
875,000,000份非上市認股權證，其初步行使價為0.16港元。該認購於二零一二
年七月九日完成。

分類資料

本集團業務主要在中國進行，並均屬相同行業。因此，並無呈列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資料。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詳情

除如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刊發之年度報告所載於中國四川省達州市新建
最終年產量500,000噸氨、800,000噸尿素及40,000噸三聚氰胺的尿素廠房二期項
目，以及將新都工廠搬遷至四川廣安外，董事並無任何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
資產之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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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842名（二零一一年：2,108名）僱員，其
中包括6名（二零一一年：6名）管理層僱員、71名（二零一一年：216名）財務及行
政部僱員、725名（二零一一年：1,799名）生產部僱員、40名（二零一一年：83名）
銷售及市場推廣部僱員及0名（二零一一年：4名）研究及開發部僱員。836名（二
零一一年：2,102名）僱員在中國受聘，6名（二零一一年：6名）僱員在香港受聘。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總賬面淨值約人民幣142,799,000元（二零一一年：
人 民 幣209,741,000元）之 若 干 土 地 使 用 權 及 建 築 物，總 賬 面 淨 值 約 人 民 幣
304,115,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384,577,000元）之廠房及機器，及約人民幣
1,019,592,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570,660,000元）之銀行存款已予質押作為本
集團所獲之銀行貸款及應付票據之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貸款之若干部分以外幣（主要為美元）為單位，故本集團面對外匯風險。
管理層會監察外匯風險，並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主要外匯風險。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並於二零零四月七日
二十八日經股東特別大會作出修訂（「創業板購股權計劃」）。創業板購股權計
劃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終止。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本公司採購
一項新購股權計劃（「現有購股權計劃」）。創業板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及條
件概述於招股章程附錄四「購股權計劃」一節，而計劃之修訂詳情載於二零零
四年七月十二日之本公司通函內。現有購股權計劃之詳情載於二零零八年八
月二十九日之本公司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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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據該計劃授出而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披
露如下：

購股權數目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持有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註銷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持有 購股權A 購股權B 購股權C 購股權D 購股權E 購股權F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千份）

董事
李洧若 6,500 — — — 6,500 — — 2,100 — 4,400 —

袁柏 6,000 — — — 6,000 — — 2,000 — 4,000 —

池川 23,000 — — — 23,000 21,000 — — — 2,000 —

文歐 23,000 — — — 23,000 19,000 — — — 4,000 —

李聖堤 25,000 — — — 25,000 21,000 — — — 4,000 —

胡小平 6,000 — — — 6,000 2,000 — — — — 4,000
胡志和 6,000 — — — 6,000 2,000 — — — — 4,000
錢來忠 6,100 — — — 6,100 — — 2,100 — — 4,000

僱員 162,500 — — (8,000) 154,500 57,000 34,000 — 25,000 38,500 —
           

總計 264,100 — — (8,000) 256,100 122,000 34,000 6,200 25,000 56,900 12,000
           

* 購股權A：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期間行使，行使價為0.124港元。

 購股權B：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四月十日期間行使，
行使價為0.150港元。

 購股權C：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四月十日期間行使，
行使價為0.150港元。

 購股權D：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九日期間行使，
行使價為0.116港元。

 購股權E：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授出，可於授出日期至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期間
行使，行使價為0.230港元。

 購 股 權F：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授 出，可 於 授 出 日 期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一 月
二十二日期間行使，行使價為0.220港元。

權益披露

(a) 董事於本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
證中，擁有須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包括根據該項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條文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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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
於該條所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或 (c)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現載列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

個人股份
之好倉

（實益擁有人）

個人購股權
之好倉

（實益擁有人）

股份及
相關股份之
好倉總計

於已發行
股本之權益

李洧若 2,924,440,000 6,500,000 2,930,940,000 40.73%

袁柏 366,464,000 6,000,000 372,464,000 5.18%

池川 62,640,000 23,000,000 85,640,000 1.19%

文歐 31,320,000 23,000,000 54,320,000 0.75%

李聖堤 — 25,000,000 25,000,000 0.35%

胡小平 — — 6,000,000 0.08%

胡志和 — — 6,000,000 0.08%

錢來忠 — — 6,100,000 0.08%

(ii)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股份權益

董事名稱 公司名稱
無投票權

遞延股份數目 身份 權益性質
持股

概約權益

李洧若 玖源發展有限公司
 （「玖源香港」）（附註）

2,10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70%

袁柏 玖源香港 42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4%
池川 玖源香港 12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4%
文歐 玖源香港 6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

附註：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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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股份淡倉

董事名稱 公司名稱
無投票權

遞延股份數目 身份 權益性質

有關類別
概約

持股權益

李洧若 玖源香港 2,10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70%
袁柏 玖源香港 42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4%
池川 玖源香港 12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4%
文歐 玖源香港 60,000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

(b) 主要股東在本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以下人士
（並非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
部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
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以及直接
或間接被視為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
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之權益。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權益

國際金融公司* 實益擁有人 799,884,165 11.12%

(c) 其他持有本公司權益之人士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任何董事或行政總
裁所知，概無人士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規定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以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該條所
述登記冊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任何權益或淡倉，以及直接或間接
被視為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
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
及行政總裁除外）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國際金融公司亦持有350,115,385股認股權證股份，自二零
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起計五年期間內，每股認股權證股份可以0.156港元之價格認購
一股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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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
概無擁有任何與本公司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訂立標
準守則，其條款不低於交易規定標準。本公司亦已就全體董事作特別諮詢，
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董事並無遵守交易規定標準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設立，並按照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之規定以書面形式訂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是審核及監察本公
司及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並向董事提供意見及建議。審
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小平先生、胡志和先生及錢
來忠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跟本集團管理層審核本公司及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常規，
並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之事項，包括已審閱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董事會常規及程序依據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守
則建立。本公司已採取適當行動遵守守則，且本集團已遵守守則內呈列之守
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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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
之上市股份。

承董事會命
李洧若
主席

中國，成都，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局包括五位執行董事，為李洧若先生、袁柏先生、
池川女士、文歐女士及李聖堤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小平先生、胡
志和先生及錢來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