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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EP COSTIN NEW MATERIALS GROUP LIMITED
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28）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業績

摘要

 2012年  �0��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營業額 665.7  6�0.�  �.�
毛利 198.9  �0�.�  -�.�
經營溢利 152.6  �6�.�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02.1  ���.�  -�0.�
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13.16分  人民幣�6.��分  -��.�     

‧ 營業額上升�.�%至人民幣66�,�00,000元

‧ 毛利下降�.�%至人民幣���,�00,000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減少�0.�%至人民幣�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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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
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之同期比較數字。綜合業績已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
審閱。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 665,735  6�0,���
已售貨品成本  (466,846 ) (���,��� )    

毛利  198,889  �0�,�00

其他收入  6,038  �,��6
分銷開支  (11,240 ) (6,��� )
行政開支  (41,119 ) (��,��� )    

經營溢利  152,568  �6�,�6�
財務費用  � (23,174 ) (6,��� )    

除稅前溢利  129,394  ���,���
所得稅開支 � (27,253 ) (��,6��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 102,141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金額  163  (�,6�6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02,304  ���,���    

每股盈利 �
 基本  人民幣13.16分  人民幣�6.��分    



- �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2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398,114  ���,���
在建工程 � 43,708  �0,�6�
投資物業  14,785  ��,6�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  24,083  6,�60    

  480,690  ���,��6    

流動資產
存貨  177,037  ��,�6�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0 302,390  �0�,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460  ��,���
已抵押銀行存款  59,181  �0,�0�
三個月以後到期未質押銀行存款  2,482  –
銀行及現金結餘  853,489  ���,���    

  1,408,039  �,���,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 116,195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4,021  ��,���
銀行貸款  324,107  ���,���
財務租賃應付款  171  �6�
即期稅項負債  12,527  �,�60    

  497,021  ���,���    

流動資產淨值  911,018  �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91,708  �,���,��0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63,464  ��,0��
財務租賃應付款  279  �6�
可換股債券  �� 201,964  ���,00�
遞延稅項負債  37,663  ��,0�0    

  303,370  ���,���    

資產淨值  1,088,338  �,0�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 68,475  6�,���
儲備  1,019,863  ���,�60    

總權益  1,088,33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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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簡明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
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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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披露規定編
製。

此等簡明財務報表應與�0��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此等簡明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採用者貫徹一致。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內，本集團已採納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所有與其經營業務有關，並於�0��年�
月�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不會令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及本期間與過往年度
呈報之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未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目前仍未能確定該等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經營
業績及財務狀況是否有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a) 報告分部溢利╱（虧損）及分部資產的資料：

     耐高溫  
 非織造材料  再生化纖  過濾材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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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552,114  110,311  1,965  1,345  665,735
 分部間收入 91  1,599  –  –  1,690
 分部溢利╱（虧損） 180,628  24,062  (5,873 ) 72  198,889
         

於2012年6月30日：
 分部資產 172,553  123,143  157,665  4,985  458,346
         

     耐高溫  
 非織造材料  再生化纖  過濾材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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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0�,��6  ���,���  –  ���  6�0,���
 分部間收入 –  �,��6  –  –  �,��6
 分部溢利╱（虧損） �6�,�6�  �6,0��  –  (� ) �0�,�00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1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60  6�,0�0  ���,�6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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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b) 分部溢利或虧損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報告分部溢利或虧損總額 198,889  �0�,�00
未分配款項：
 其他收入 6,038  �,��6
 分銷開支 (11,240 ) (6,��� )
 行政開支 (41,119 ) (��,��� )
 財務費用 (23,174 ) (6,��� )    

除稅前綜合溢利 129,394  ���,���    

4. 財務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財務租賃費用 16  ��
銀行貸款利息開支 11,130  6,��6
可換股債券利息開支－於五年內全面應付 12,028  –    

 23,174  6,���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21,630  �6,���
遞延稅項 5,623  �,���    

 27,253  ��,6��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00�年�月�6日通過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引入多
項變動，當中包括統一國內及外資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為��%。新稅法由�00�年�月�日起生
效。

於�00�年�0月�6日，福建鑫華股份有限公司（「鑫華公司」）獲授高新技術企業的資格並獲授
所得稅稅務寬減，可享有優惠稅率��%，於�00�年�月�日起生效。已就所得稅開支採用適
用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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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續）

於�0��年�月��日，鑫華公司獲確認為資源綜合利用企業，並享有豁免繳付再生化纖營業額
�0%的所得稅稅務寬減。

由於本公司於中國成立及註冊的其他附屬公司於截至�0��年及�0��年6月�0日止期間內並無
應課稅溢利，因此毋需就該等附屬公司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由於本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截至�0��年及�0��年6月�0日止期間內並無應課稅
溢利，因此毋需就該等附屬公司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6. 期內溢利

本集團於期內的溢利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49 ) –
政府補助 (2 ) (�,��� )
利息收入 (4,345 ) (�,60� )
租金收入 (1,483 ) (�,�0� )
已售存貨成本 466,846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731  ��,�6�
投資物業折舊 518  6��
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1,938  �,�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3  ��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付款 209  �0�

 2,160  �,6��
匯兌虧損淨額 489  ��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費用 2,502  �,���
研發開支 1,181  �,���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20,489  ��,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47  ��6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付款 5,997  �,���

 26,7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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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建議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分（�.�港仙）
 （�0��年：人民幣�.�分（�.�港仙）） 22,179  ��,���
已批准及已付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分（6.�港仙）
 （�0�0年：人民幣�.�分（6.�港仙）） 41,007  ��,���    

 63,186  66,���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102,141  ���,���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776,422,000  �00,000,000    

於截至�0��年6月�0日止期間，有關可換股債券的潛在普通股具有反攤薄影響（截至�0��年
6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任何可換股債劵）。

由於截至�0��年及�0��年6月�0日止期間本公司並無任何有關購股權的攤薄潛在普通股，故
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在建工程

於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在建工程產生的成本分
別約為人民幣��,���,000元及人民幣��,6��,000元（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分別約為
人民幣��,���,000元及人民幣��6,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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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2012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275,317  ��0,��0
應收票據 27,073  ��,���    

 302,390  �0�,0��    

本集團一般授予客戶的信貸期由�0日至�00日不等。就新客戶而言，通常須預先付款。本集
團務求對其尚未收回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董事定期覆核逾期的餘額。

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0日 140,496  ���,���
��至60日 107,336  �0,���
6�至�0日 27,485  �0,���
��至��0日 –  �    

 275,317  ��0,��0    

於�0��年6月�0日， 應 收 貿 易 賬 款 約 人 民 幣�0,���,000元（�0��年��月��日： 人 民 幣
��,�6�,000元）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取授予本集團的短期銀行貸款。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2012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99,099  ��,���
應付票據 17,096  –    

 116,195  ��,���    

本集團通常自其供應商獲得介乎�0日至�0日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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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續）

根據收貨日期，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0日 62,362  66,0�6
��至60日 30,012  �,�0�
6�至�0日 5,930  �,�0�
��至��0日 221  �,���
���至��0日 37  ��
超過��0日 537  60�    

 99,099  ��,���    

12. 可換股債券

於�0��年�月��日，本公司向CITIC Capital China Access Fund Limited發行�0��年到期�
厘可換股債券（「該債券」），本金額合共�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000元
（���,���,000港元）。

由發行該債券日期起三個月屆滿後直至發行該債券日期之第二週年（「到期日」）前（及不包
括）第五個營業日為止，可在營業日任何時間按初步轉換價�.��港元（「轉換價」）將該債券
（以��,000,000美元倍數）轉換為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股份」），須予以
調整。

概無條文允許該債券提早贖回。所有尚未償還該債券須於到期日按該債券之尚未償還本金
額之��6.6�%贖回。

根據初步轉換價，因悉數轉換該債券而將予發行的股份將為��,��0,���股股份（「轉換股
份」），相當於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6�%，以及相當於經發行轉換股份擴大之已發行
股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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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換股債券（續）

發行該債券已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已分為負債及權益部份，並載列如下：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該債券的面值 ���,���
權益部份 (�,06� ) 

於發行日期的負債部份 ���,���
利息費用 �0,�6�
已付利息 (�,��� )
匯兌差額 (�,��� ) 

於�0��年��月��日（經審核）及�0��年�月�日的負債部份 ���,00�
利息費用 ��,0��
已付利息 (�,�6� )
匯兌差額 6�6 

於�0��年6月�0日的負債部份（未經審核） �0�,�6� 

13. 股本

 股份數目  款額  所呈示款項
   港元  人民幣

法定：
每股面值0.�港元的普通股
於�0��年�月�日、�0��年��月��日、
 �0��年�月�日及�0��年6月�0日 �,000,000,000  �00,000,000  ��6,000,000     

已發行及全面繳足：
每股面值0.�港元的普通股
於�0��年�月�日 �00,000,000  �0,000,000  �0,�00,000
購回股份（附註） (��,���,000 ) (�,���,�00 ) (�,���,��� )     

於�0��年��月��日（經審核）、
 �0��年�月�日及
 �0��年6月�0日（未經審核） ��6,���,000  ��,6��,�00  6�,���,���     

附註：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本公司於市場購回合共��,���,000股本公司普通股，
總代價約為人民幣��,06�,000元（��,���,000港元）。所有該等股份已註銷。購回股
份的應付溢價計入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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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連人士交易

(a) 除簡明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的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於期內與其關連人
士有下列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一間關連公司收取的租金收入 1,013  �,���
關連公司收取的租金開支 1,120  �00    

(b)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花紅及津貼
 －董事 1,938  �,�6�
 －高級管理層 709  �0�    

小計 2,647  �,0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董事 13  ��
 －高級管理層 5  �    

小計 18  �0    

以股權結算並以股份付款
 －董事 209  �0�
 －高級管理層 1,663  �,��6    

小計 1,872  �,��0    

合計 4,537  �,���    

15.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0��年6月�0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0��年��月��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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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本承擔

 2012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興建樓宇 7,713  ��,6�0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61,200  6�,�0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38  �,��6    

 69,05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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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於�0��年�月��日，董事議決向於�0��年�月��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股東」）名冊的
本公司股東支付中期股息每股�.�港仙。中期股息將於�0��年�月��日星期四或前後支付
予股東。

本公司將於�0��年�月��日星期二至�0��年�月��日星期五（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內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獲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0��年�月��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
��樓����-���6號舖。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夯實基礎、銳意創新

�0��年是本集團的「夯實年」，我們將堅持實施「夯實基礎、引導應用、挖掘資源、拓新機
遇」的指導方針，促進產業升級及生產方式轉變：科學管理向藝術管理轉變，產品銷售向
技術行銷轉變，管理人才向經營人才轉變，科技創新向創意科技邁進。

�0��年對非織造材料和再生化纖行業是甚具挑戰性的一年。盡管在�0��年上半年，本集
團非織造材料的銷售和毛利率跟去年同期也能大致保持，但再生化纖的銷售和毛利率比
去年同期卻有所下滑，主要原因為宏觀經濟環境影響了市場對再生化纖產品的需求。此
外，我們於去年第四季度投產的耐高溫過濾材料生產線的銷售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尚
未能為集團的利潤帶來貢獻。

為了讓產品及服務滿足市場以及客戶的需求，本集團調整營銷戰略，建立了包括濾料濾
袋銷售事業部、鞋材家紡銷售事業部、裝飾建材銷售事業部、化纖化工銷售事業部、國
際拓展事業部和產業諮詢服務平台共六個團隊拓展業務。希望能夠通過事業部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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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針對各個行業的專業化水平，更好地服務客戶，並促進產品銷售。為了能夠更貼近
客戶，我們已在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地設立了�0餘間分公司或辦事處，完成大
中華區域的銷售佈局。此外，國際拓展事業部的銷售範圍已輻射歐洲、南美、北美及東
南亞市場，還利用互聯網交易平台，將產品進行互聯宣傳和推廣，建立B�B電子商務模
式。我們以降低成本，開源節流，打破瓶頸，提高工作效率為集團管理目標。

在客戶服務方面，我們通過走訪使用者、網上平台及電話溝通等途徑跟蹤客戶對產品的
評價，努力將客戶重大問題的投訴降低。同時，為了能夠更好的銜接研發部門和市場以
及銷售團隊，集團還成立了「技術解決方案辦公室」，旨在對內協調生產與技術研發部
門，解決企業生產面臨的技術問題；對外為使用者提供行之有效的產品使用技術方案。
如工程設計、產品使用週期、工況測算、技術指標制定以及終端產品設計等各項服務；
並同時及時將客戶意見回饋到研發及生產部門，不斷改進產品品質和服務水準。

展望未來，集團將力爭在「三五規劃」內把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全面打造成一個技
術型科技集團為目標，堅持實施「夯實基礎、引導應用、挖掘資源、拓新機遇」的指導方
針，促進產業升級、差異化經營，並將傳統營銷向技術營銷轉變及升級。

產能擴張滿足市場需求

於�0��年6月�0日，立體工程結構型非織造材料方面，集團擁有年產能約為�0�,000,000碼
的��條縫編生產線及年產能約為��,000,000碼的�條針刺生產線；耐高溫過濾材料方面，
集團擁有年產能約為��,000,000平方米的�條耐高溫過濾材料生產線；再生化纖方面，集
團擁有年產能約為��,000噸的�條再生化纖生產線，年可處理廢瓶片��,000噸。集團在滿
足內部生產需要的基礎上，可將多餘的瓶片對外銷售。

產品研發

於�0��年6月�0日，本集團已擁有專利��項，正在申請註冊專利共��項，其中��項專利由
本集團獨立申請註冊，其餘�項由本集團與天津工業大學共同申請註冊，累計開發出�0多
項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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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持編制的三種非織造材料行業標準已於�0��年獲發佈實施，反映了集團於非織
造材料行業內的領導地位及擁有業內領先的開發能力和技術水平。 我們於去年投入使
用了新的技術中心，並成立了技術解決方案辦公室，配套成立了新產品與市場技術服務
委員會，集公司已有各方位專業技術人才形成橫向架構團隊，充分發揮公司顧問組的作
用，讓技術解決方案辦公室成為公司產品研發市場服務的引擎。本集團將繼續加大技術
及科研的投入，研究替代型環保新材料及各種功能性材料，同時加大為客戶提供產品應
用的解決方案。

品牌實力廣泛認可

公司在世界著名財經雜誌《福布斯》發佈的�0��年中國潛力企業排行榜中成為《福布斯》中
國最具潛力上市公司之一，在入選的�00家上市公司中位列��位，實力備受肯定。此外，
集團亦被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評定為中國紡織服裝行業出口百強企業及中國產業用紡織
品行業競爭力�0強企業。

加強股東基礎

於�0��年�月，中國節能環保集團(簡稱「中國節能」)的子公司重慶中節能實業有限責任公
司完成了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股權的收購，成為本公司的最大單一股東及產
業戰略合作夥伴。本公司並已正式更改名稱為「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簡
稱「中國節能海東青」)。憑籍雙方專注於節能環保產業的共同發展理念，透過雙方合作，
中國節能海東青將進一步鞏固在工業消費品市場的領先地位。中國節能是中國唯一以環
保節能為主業的中央企業，是該領域規模最大、最具綜合競爭力的集成服務運營商。我
們相信，依托中國節能的業務網絡、技術以及銷售平台，將為我們帶來更大的增長空
間，為所有股東創造回報。

擴大產能

意識到市場對非織造材料及再生化纖的巨大潛在需求，本集團將繼續通過新建生產設施
並改造現有生產線以提升生產能力，進一步擴大規模優勢，鞏固市場領先地位。為擴大
本集團產能，於�0��年�月��日，本集團與中國政府機關就本集團於中國福建省永安市收
購一塊面積約600畝的土地（「該土地」）用於發展生產設施訂立投資協議（「投資協議」），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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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0��年�月��日的公告內披露。根據投資協議，相關中國政府機關須
於簽立投資協議起計六個月內將該土地交付予本集團。然而，儘管本集團與中國政府機
關持續討論與磋商，直至本公告日期，該土地尚未交付予本集團，本集團認為投資協議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可能不會完成。本集團現時正審閱情況並將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適時刊發公告以知會股東有關最新進展。另一方面，鑑於全球經濟的不確
定性，本集團正考慮推遲本集團於合成皮革生產設施的投資。

加強研發及提升產品 

在研發方面，我們計劃按照針對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提升我們的技術水平以及產品質
量：

(�) PM�.�理念與煙塵隔離技術：將為鋼鐵廠、水泥廠、垃圾焚燒廠等重污染行業現有
的導熱油燃煤鍋爐、蒸汽燃煤鍋爐、提供技術改造方案，淘汰原有的水膜除塵方
式，改用先進的袋式除塵，達到對環境排放的PM�.�追求、將粉塵等污染物降到最
低或甚至實現零排放。

(�) 吸油材料及相關製品：集團技術中心已立項——《改性再生滌綸短纖吸附回收有毒有
害有機物的應用技術》項目，即以瓶片再生纖維改性成具有高吸附性能的纖維材料，
以取代傳統的石油產品——丙綸吸油材料。該產品可廣泛應用於海洋突發性油洩露
事故的廢油回收，從而提升再生滌綸短纖的功能，實現更高的經濟價值。

（�） 建築用再生纖維複合材料：以再生聚酯纖維非織造材料複合樹脂產品，能取代傳統
的木材隔板，減少木材砍伐，並具備防火、隔音功能，產品廢棄可回收再生。

（�） 纖維廢料、廢舊紡織服裝的回收與再生利用技術：以纖維及其製品廢料，通過分
類、非織造技術，回收再利用纖維，開發除醫療衛生領域以外適宜的產業用紡織
品，保證產品品質和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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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式除塵材料的回收與再生利用技術：袋式除塵技術為目前最有效的高溫廢棄淨化
方式，但是，高溫濾袋使用後會產生二次污染。袋式除塵材料的回收與再生利用技
術，將濾袋回收分類，採用非織造技術生產耐高溫牆體保溫材料，解決二次污染問
題。

財務回顧

截至�0��年6月�0日止期間，本集團營業額維持穩定增加約�.�%至約人民幣66�,�00,000
元，而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則減少約�0.�%至約人民幣�0�,�00,000元。

營業額

截至�0��年6月�0日止期間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66�,�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或約人民幣��,000,000元。

截至�0��年6月�0日止期間非織造材料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
加約�.6%或約人民幣��,�00,000元。再生化纖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0,000元，較去
年同期減少約��.�%或約人民幣��,�00,000元。於期內，耐高溫過濾材料的營業額約為人
民幣�,000,000元（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無）。

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期間，出口到香港及海外市場的銷售佔本集團營業額約
��.�%（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0%），而中國（香港除外）銷售額則佔約��.�%（截
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6�.0%）。

本集團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銷售約��,�00,000碼非織造材料，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而再生化纖的銷售量減少至約��,�00噸，較去年同期減少約��.�%。再生化纖銷量
減少乃由於經濟低迷導致再生化纖需求的暫時減少所致。於期內，本集團售出耐高溫過
濾材料約6�,000平方米（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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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毛利約為人民幣���,�00,000元，較�0��年同期減少約
�.�%或約人民幣�,600,000元。毛利減少主要由於再生化纖售價降低及耐高溫過濾材料分
部產生的虧損所致。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非織造材料分部的毛利約佔毛利總額
約�0.�%（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再生化
纖分部的毛利約佔毛利總額約��.�%（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整體毛利率約為��.�%，較去年同期減少�.�個百分點。非織造材料分部的毛利率
由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內的約��.�%輕微減少至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的
約��.�%。就再生化纖分部而言，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毛利率為約��.�%，較去
年同期減少約�.6個百分點。再生化纖的毛利率減少乃由於產品售價下降所致。於期內，
耐高溫過濾材料產生分部虧損約人民幣�,�00,000元，亦導致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下降。
由於本集團近期已上調再生化纖售價而耐高溫過濾材料分部將於下半年更具成本效益，
預期本集團全年的整體毛利率將比�0��年上半年有所提升。

分銷開支

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分銷開支較�0��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00,000元。截至
�0��年6月�0日止六個月，分銷開支約佔本集團營業額的�.�%（截至�0��年6月�0日止六
個月：�.0%）。分銷開支增加的主要原因為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貨物及原材料的
物流及運輸開支有所增加。

行政開支

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較�0��年同期輕微減少約人民幣�00,000元。截
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佔本集團營業額約6.�%（截至�0��年6月�0日止六
個月：6.�%），與去年上半年相比並無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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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

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財務費用較�0��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6,�00,000元。財
務費用增加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於�0��年�月向CITIC Capital China Access Fund Limited
（「CITIC Capital」）發行�0,000,000美元的可換股債券，令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回
顧期間的財務費用增加約人民幣��,000,000元。如撇除此項可換股債券的財務費用，本
集團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費用佔營業額的百分比輕微上升至約�.�%（截至
�0��年6月�0日止六個月：�.0%）。

所得稅開支

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實際所得稅率約為��.�%，而�0��年同期則約為
��.�%。實際所得稅率增加主要由於期內所產生的可換股債券利息不可扣減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純利率

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00,000元，相比
�0��年上半年減少約�0.�%或約人民幣�6,�00,000元。本集團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
月的純利率約為��.�%，相比去年同期減少�.�個百分點。純利率減少主要由於毛利減少
及分銷開支及財務費用增加所致。由於本集團近期已上調再生化纖售價而耐高溫過濾材
料分部將於下半年更具成本效益，預期全年的純利率將比�0��年上半年有所提升。

每股盈利

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6分，相比�0��年
同期減少約��.�%。此乃由於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所致。

於截至�0��年6月�0日止期間，有關可換股債券的潛在普通股具有反攤薄影響（截至�0��
年6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任何可換股債劵）。

由於截至�0��年及�0��年6月�0日止期間本公司並無任何有關購股權的攤薄潛在普通股，
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 �0 -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公司股份於�0�0年6月��日在聯交所上市，而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00,000港
元（扣除相關包銷費及其他開支後）。該等所得款項應用於本公司日期為�0�0年6月�日的
招股章程所載的建議用途。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將所得款項淨額中約�6�,�00,000港
元用於成立過濾材料生產設施及約��,�00,000港元用於擴大其現有技術中心以及設立新材
料的研究中心及約�0,�00,000港元用於配套設施建設。此外，約�0,000,000港元用作本集
團一般營運資金。本集團已將餘下未動用的所得款項存放於香港及中國的持牌銀行。

於�0��年�月，本公司完成向CITIC Capital發行本金總額�0,000,000美元的可換股債券，
所籌得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00,000港元。有關所得款項用於本集團的資本開支及營
運資金。於本公告日期，所有所得款項已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現金流量及於香港及中國主要往來銀行所提供的信貸為業務提供營運
資金。本集團於�0��年6月�0日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人民幣���,�00,000元（�0��年��
月��日：人民幣���,�00,000元）、三個月以後到期未質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00,000元
（�0��年��月��日：無），以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00,000元（�0��年��月��
日：人民幣�0,�00,000元）。

由於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進行業務交易，管理層認為本集團營運層面之匯率風險
並不重大。故此，本集團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並無利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
途。言雖如此，管理層將繼續監控匯兌風險，並於情況有需要時採取審慎措施，例如對
沖。

於�0��年6月�0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600,000元（�0��年��月��日：人民
幣���,�00,000元），其中��.6%（�0��年��月��日：��.�%）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的銀
行貸款乃以美元及人民幣結算，其中約6�.�%（�0��年��月��日：��.�%）的銀行貸款按
固定借貸利率計算利息。本集團於�0��年6月�0日的資產負債比率（以銀行貸款加上可換
股債券對資產總額之比率計算）約為��.�%（�0��年��月��日：��.�%）。於�0��年6月�0
日的流動資產淨值及資產淨值分別約為人民幣���,000,000元（�0��年��月��日：人民幣
�6�,�00,000元）及約人民幣�,0��,�00,000元（�0��年��月��日：人民幣�,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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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0��年6月�0日，本集團賬面值分別約為人民幣��,�00,000元（�0��年��月��日：人民
幣��,�00,000元）、人民幣��,�00,000元（�0��年��月��日：人民幣��,600,000元）及人民幣
��,�00,000元（�0��年��月��日：人民幣��,600,000元）的若干租賃土地、樓宇以及投資物
業已予抵押，以取得本集團獲授之一般銀行融資。

於�0��年6月�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0��年��月��日：無）。

重大投資及收購

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在建工程產生的成本分
別約人民幣��,�00,000元及人民幣��,�00,000元（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分別約人
民幣��,�00,000元及人民幣��6,�00,000元）。

前景

伴隨著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帶來了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等環境問題。但隨著生活水準的持續
提高，人們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度在不斷地提高，尤其是以PM�.�為代表的各種污染物指
標也越來越受到民眾的關注。我們看到中國政府也在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出台了一
系列的政策。 繼�0��年�月份出台了《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後，�0��年�月�日
又出台了《環境空氣品質標準》，�0��年6月6日又出台了鋼鐵行業的八項污染物排放指
標。 我們相信，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包括電力行業、水泥、建材等工業企業的除塵和過
濾需求將陸續增加。這些都將進一步拉動對本集團去年底投產的耐高溫過濾材料產品的
需求。

隨著中國實踐施行國家十二五規劃，積極擴大內需及推動綠色經濟，我們相信工業除塵
過濾材料市場前景廣闊，本集團將進一步加大對高端環保過濾產品的投入，使工業除塵
過濾材料搶佔中國高端市場。另外，我們將打造全新的資源循環利用產品，計劃將回收
的廢棄耐高溫過濾材料製造成新型環保建築材料。集團管理層相信，這一新技術將令集
團開拓新的銷售市場和有效降低生產成本，同時也符合國家政策鼓勵的綠色經濟以及循
環經濟，達到更好的節能減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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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培訓及發展

於�0��年6月�0日，本集團共聘有���名僱員（�0��年��月��日：��6名僱員）。本集團向
來與屬下僱員一直保持融洽工作關係，並致力為員工提供卓越培訓及發展機會。本集團
薪酬福利制度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並定期加以檢討，亦會根據個別僱員之表現、評估
及行業慣例向僱員發放花紅及購股權。本公司於�0�0年�月��日採用購股權計劃（「購股權
計劃」）。本公司於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於
�0��年6月�0日，��,�60,000份購股權仍未行使，及��0,000份購股權於報告期間已失效。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於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任何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
之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0��年�月�日至�0��年�月��日）及企業管治守則（�0��年�月�日至�0��年
6月�0日）項下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身對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方面之行為守則。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確
認，於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整段期間內，全體董事均已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標
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而審核
委員會認為該中期業績遵守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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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已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costingroup.com）內
刊發。本公司截至�0��年6月�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包含上市規則規定之全部資料），
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將於上述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粘為江

香港，�0��年�月��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于和平先生、粘為江先生、粘偉誠先生及薛茫茫
先生；四名非執行董事王揚祖先生、曲平紀先生、趙向東先生及潘頲璇先生；以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朱民儒先生、馮學本先生及黃兆康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