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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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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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XLX FERTILISER LTD.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

（在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866）
（新加坡股份代號：B9R）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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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連
同上年度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5 3,945,584 3,688,233
銷售成本 (3,225,942) (3,181,860)

毛利 4 719,642 506,373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29,080 23,986
銷售及分銷費用 (69,462) (70,500)
一般及行政開支 (202,493) (136,059)
其他開支 (22,387) (20,025)
財務成本 6 (82,359) (78,930)

除稅前盈利 7 372,021 224,845
所得稅開支 8 (61,020) (44,337)

年內溢利 311,001 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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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
　公允值變動 (1,004) (16,073)
　損益賬內減值虧損的重新分類調整 1,004 16,073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 –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311,001 180,508

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311,121 180,508
　非控股權益 (120) –

311,001 180,508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311,121 180,508
　非控股權益 (120) –

311,001 180,508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10 26.46 17.96

於年內建議的股息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第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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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3,019,025 2,542,16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1 175,290 89,165
商譽 6,950 6,950
煤礦開採權 41,955 41,763
可供出售投資 7,500 –
遞延稅項資產 4,706 –
購買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11 721,626 216,822

3,977,052 2,896,868

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投資 4,701 5,705
存貨 432,366 593,114
貿易應收款項 12 15,520 28,725
應收票據 12 1,740 2,050
預付款項 140,630 116,533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9,080 13,339
可收回所得稅 3,858 7,263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760 –
已抵押存款 12,900 1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7,610 514,098

1,140,165 1,290,827

總資產 5,117,217 4,187,695

流動負債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35 163
貿易應付款項 13 110,773 120,843
應付票據 14 25,800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22,437 336,373
應付所得稅 4 864
遞延補貼 3,596 3,465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72,000 541,000
應付短期融資債券 300,000 –

1,034,745 1,002,708

淨流動資產 105,420 288,11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082,472 3,184,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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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679,485 1,067,091
遞延補貼 23,474 –
遞延稅項負債 51,081 56,219

1,754,040 1,123,310

總負債 2,788,785 2,126,018

淨資產 2,328,432 2,061,677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836,671 836,671
可換股債券 322,436 321,996
法定儲備金 167,873 133,655
保留溢利 931,222 732,355
建議末期股息 63,000 37,000

2,321,202 2,061,677

非控股權益 7,230 –

總權益 2,328,432 2,061,677

總權益及負債 5,117,217 4,18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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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是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根據新加坡公司法在新加坡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雙重第一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80 Robinson Road, #02-00, 
Singapore 068898。本集團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河南省新鄉經濟開
發區（小冀鎮）。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生產及銷
售尿素、複合肥、甲醇、液氨及氨溶液。

2.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新加坡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的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新加坡財務
報告準則」）（其包括所有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新加坡財務報告詮釋（「新加坡財務報告詮
釋」））編製而成。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方法編製而成，惟以公允值計量的流動可供出售投資除外。此
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除另有指明外，表內所有價值乃湊整至最接近
的千位（「人民幣千元」）。

3. 會計政策的變動

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過往財政年度一致，但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於二零一二
年一月一日或該日之後開始的年度財政期間強制採納的準則及詮釋。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01號修訂本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用者的固定日期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07號修訂本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採納該等準則及詮釋不會對業績及財務報表的財務狀況或其呈列方式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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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其產品劃分為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三個可申報經營分部：

－ 生產及銷售尿素

－ 生產及銷售複合肥

－ 生產及銷售甲醇

除三個主要經營分部外，本集團亦從事生產液氨及氨溶液。此外，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本集團已收購一家從事煤礦開採及煤炭銷售的附屬公司。然而，董事認為，該附屬公司被
本集團收購後開展的業務十分有限，故資產及負債就分部申報而言並不重大。因此，並無
另立經營分部以呈列該附屬公司所經營的煤礦開採業務。

按主要業務對業績的貢獻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尿素 複合肥 甲醇 其他 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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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銷售給外部客戶 2,498,534 937,973 495,163 13,914 – 3,945,584
分部間銷售 318,658 – – 5,743 (324,401) –

總收入 2,817,192 937,973 495,163 19,657 (324,401) 3,945,584

分部盈利 571,285 127,463 19,466 1,428 – 719,642
利息收入 4,463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24,617
未分配開支 (294,342)
財務成本 (82,359)

除稅前盈利 372,021
所得稅開支 (61,020)

年內溢利 311,001

其他分部資料：
撇減貿易應收款項 43
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5,410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1,00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的虧損 10,14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8,866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3,350
煤礦開採權攤銷 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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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尿素 複合肥 甲醇 其他 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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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銷售給外部客戶 2,409,012 849,236 422,480 7,505 – 3,688,233
分部間銷售 283,255 – – 12,832 (296,087) –

總收入 2,692,267 849,236 422,480 20,337 (296,087) 3,688,233

分部盈利╱（虧損） 406,492 127,089 (27,114) (94) – 506,373
利息收入 1,596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22,390
未分配開支 (226,584)
財務成本 (78,930)

除稅前盈利 224,845
所得稅開支 (44,337)

年內溢利 180,508

其他分部資料：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16,07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的虧損 2,18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2,10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166
煤礦開採權攤銷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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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為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出售貨品並扣除相關稅項、退貨及折扣後的淨發票價值。本
集團的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銷售貨品 3,945,584 3,688,233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4,463 1,596
可供出售投資的股息收入 – 720
銷售副產品的盈利 9,178 5,356
來自關連方的服務費收入 – 60
遞延補貼攤銷 1,095 495
補助金收入 12,489 6,667
罰金收入 – 7,798
其他 1,855 1,294

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29,080 23,986

6. 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銀行透支及
　其他貸款的利息 90,311 79,848
須於五年後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銀行透支及
　其他貸款的利息 19,465 5,687
政府貸款的利息 342 232

110,118 85,767
減：資本化利息 (27,759) (6,837)

82,359 7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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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盈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盈利乃經扣除：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存貨成本# 3,225,942 3,181,86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8,866 172,10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3,350 2,166
煤礦開採權攤銷 1,568 138
經營租約項下的最低租金付款：
　土地 1,313 1,410
　樓宇 480 480

1,793 1,890

核數師酬金 1,659 1,48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及花紅 198,555 139,889
　定期供款計劃的已供款部分 41,931 21,377
　福利開支 14,298 7,262

254,784 168,528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1,004 16,073
未變現匯兌虧損淨值* 706 1,09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0,146 2,182
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5,410 –
撇減貿易應收款項 43 –

* 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所披露的「其他開支」。

# 計入於僱員福利開支披露的工資及薪金人民幣32,271,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
25,624,000元）；於折舊披露的折舊開支人民幣154,523,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
155,785,000元）；和於上文披露的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人民幣5,410,000元（二零一
一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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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本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於本年度須按17%（二零一一年：17%）的所得稅稅率繳納
稅項。

於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所在的國家現行的稅率計算。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於中國內地須按所得稅稅率25%（二零一一年：25%）繳納稅項。根據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其中一間附屬公司有權於首兩個盈利年度享
有所得稅的全數豁免，並於其後三年獲減免50%的所得稅。該附屬公司已選定截至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為釐定稅務優惠期的第一個盈利年度。因此，該附屬公司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豁免所得稅，並於截至二零零九
年、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獲減免50%稅項（即12.5%）。本
年度內，該附屬公司獲發高新技術企業證書，以肯定其科技創新及使用先進的技術設備。
該獎項使該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可享有較低所得稅稅率（即15%）的稅務優惠。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所得稅開支的主要組成為：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中國
　年度稅項 64,941 32,621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145 358
遞延稅項 (5,066) 11,358

本年度稅項開支總額 61,020 44,337

9. 股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6.30分
　（二零一一年：人民幣3.70分） 63,000 37,000

於年內建議的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始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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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及經調整以反
映二零一一年已發行的可換股債券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176,000,000股（包括已發
行的強制性可換股工具）（二零一一年：1,005,304,000股）計算得出。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得出：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母公司普通股
　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311,121 180,508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包括年內已發行的強制性可換股工具） 1,176,000,000 1,005,304,000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及購買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物業、廠房及設備和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等方面的資本性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1,189,000,000元，主要由以下各項組成：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百萬元

現有生產設施升級 62
擴展新疆心連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60
新建第三生產廠房（附註1） 21
專用鐵路線項目（附註2） 3
新建第四生產廠房（附註3） 892
土地使用權 51

總計 1,189

附註：

1. 第三生產廠房（「三廠」）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完成建設。三廠是第二生產廠房（「二廠」）
的擴展，擁有設計年產能約527,000噸尿素及95,200噸甲醇的生產項目，位於中國河
南省新鄉經濟開發區青龍路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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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鐵路線是由新鄉火車東站伸展至二廠及三廠的建設，令本集團能從廠房直接裝載及
卸載其產品和原材料，因而減少往來火車站的陸路運輸。

3. 第四生產廠房（「四廠」）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開始興建，是二廠及三廠的擴展工程，
擁有設計年產能約800,000噸尿素。

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5,520 28,725

應收票據 1,740 2,050

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於30至90日內清償，按其原有發票金額（即其於初步確認時的
公允值）確認。本集團的應收票據為免息及一般於90至180日內清償。貿易應收款項及應
收票據以人民幣計值。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交易條款主要為預付款項，若干客戶或可取得信貸期。各客戶有信貸期
上限。本集團尋求維持對其尚未到期的應收款項的嚴格控制，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
餘會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鑒於上文所述，加上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分佈於大量分散
的客戶，故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保
證。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於申報期末的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及已扣除撥備）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 13,876 20,256
1至3個月 830 1,842
3至6個月 469 6,625
6至12個月 345 2

15,520 2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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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於申報期末的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 44,495 37,048
1至3個月 55,750 77,608
3至6個月 4,948 3,288
6至12個月 1,941 2,596
12個月以上 3,639 303

110,773 120,843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於30至90日內清償。貿易應付款項以人民幣計值。

14. 應付票據

本集團的應付票據平均於90至180日內到期，且為免息。應付票據以人民幣計值，並以定
期存款人民幣12,900,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10,000,000元）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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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I) 業務回顧

收入

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的收入增長了約人民幣258,000,000元或約7%，由二零
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3,688,000,000元增加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約人民幣
3,946,000,000元。增加乃由於尿素及複合肥的平均售價增加，以及甲醇及複
合肥的銷量增加。

尿素

尿素的銷售收入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2,409,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90,000,000元或約3.7%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約人民幣2,499,000,000元。該增
加乃主要由於平均售價上漲約3.8%所致。

甲醇

甲醇的銷售收入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422,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73,000,000元或約17.3%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約人民幣495,000,000元。該增加
主要由於銷量增加約21.5%，儘管平均售價下降約3.5%。

複合肥

複合肥的銷售收入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849,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89,000,000元或約10.5%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約人民幣938,000,000元。該增加
乃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量增加約5.3%及平均售價
上漲4.8%。

盈利能力

整體毛利率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13.7%增長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的18.2%，
原因是尿素及甲醇的毛利率增加。

尿素

尿素銷售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16.9%上升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
22.9%，乃由於尿素平均售價有所增加，以及尿素平均銷售成本下降所致。
由於煤價下降，尿素的平均銷售成本下降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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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

儘管甲醇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的平均售價較二零一一財政年度減少約3.5%，然
而，甲醇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6.4%的虧損增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
3.9%的盈利。此乃由於煤價下降導致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甲醇的平均銷售成本
較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下降約12.9%。

複合肥

複合肥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15.0%減少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的
13.6%。該減少乃主要由於複合肥的平均銷售成本增加約6.5%，以及被平均
售價增加約4.8%部份抵銷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4,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5,000,000元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約人民幣29,000,000元，主要是由於二零一
二財政年度的政府補助金增加人民幣6,000,000元所致。

銷售及分銷費用

銷售及分銷費用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71,0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
2,000,000元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約人民幣69,000,000元。該減少主要是由於
鐵路專用線連接本集團位於新鄉的二廠和三廠與新鄉市火車東站，令本集團
能從鐵路直接裝載及卸載其完成品和原材料至生產廠房，使運輸費用減少約
人民幣7,000,000元所致。然而，運輸費用減少被薪金及折舊費用分別增加人
民幣2,000,000元及人民幣4,000,000元部份抵銷。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36,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66,000,000元或約48.5%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約人民幣202,000,000元。該增加
乃由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工資上漲及四廠的僱員增加而引致員工成本上升約人
民幣29,000,000元所致。因本集團擴張，辦公室開支增加約人民幣14,000,000
元。為建立本集團「心連心」品牌以及提升客戶對品牌的認知度，廣告及宣傳
開支增加約人民幣12,000,000元。環保費用、印花稅、土地使用權攤銷及折
舊費用等其他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約人民幣11,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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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0,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2,000,000元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約人民幣22,000,000元，主要是由於出售物
業、廠房及設備虧損增加人民幣8,000,000元，以及於本年度內為附屬公司
前擁有人支付其個人稅務開支人民幣8,000,000元所致，惟有關增加被可供
出售投資減值虧損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人民幣16,0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
15,000,000元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的人民幣1,000,000元所抵銷。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79,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3,000,000
元或約3.8%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約人民幣82,000,000元。該增加是由於較二
零一一財政年度，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的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增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44,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7,000,000元或約38.6%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61,000,000元，原因
是本集團產生的應課稅溢利增加。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二零一一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81,000,000元增加約
人民幣130,000,000元或約71.8%至二零一二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311,000,000
元。主要是由於二零一二財政年度尿素及甲醇的平均銷售成本下降，及尿素
的平均售價增加使毛利增加約人民幣213,000,000元。二零一二財政年度母
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由一般及行政開支及所得稅開支分別增加約人民幣
66,000,000元及人民幣17,000,000元部份抵銷。

(II) 財務狀況回顧

資本負債

本集團使用資產負債比率（負債淨額除以總資本加負債淨額）來考量資本。本
集團的政策是將資產負債比率維持在9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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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35 163
貿易應付款項 110,773 120,843
應付票據 25,800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22,437 336,373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851,485 1,608,091
應付短期融資債券 300,000 –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7,610) (514,098)
減：已抵押存款 (12,900) (10,000)

負債淨額 2,220,120 1,541,372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321,202 2,061,677
減：法定儲備金 (167,873) (133,655)

總資本 2,153,329 1,928,022

資本和負債淨額 4,373,449 3,469,394

資產負債比率 50.8% 44.4%

負債淨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應付短期融資債券、貿易應付款項及應
付票據、應付關連公司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及已抵押銀行存款。資本包括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減受限制法定儲備金。

借款

須於一年內或於通知時應付的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 172,000 90,000 451,000
應付短期融資債券 – 300,000 – –

– 472,000 90,000 4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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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一年後應付的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 1,672,212 – 1,058,000
政府貸款 – 7,273 – 9,091

– 1,679,485 – 1,067,091

抵押品詳情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有抵押貸款。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人民幣90,000,000元的短期貸款乃由本集團獨立
第三方新鄉新亞紙業集團公司作擔保。

(III) 前景

展望二零一三年，預期中國政府將繼續支持「三農」政策，並增加對農業的補
貼以增加農民的可支配收入，有關政策將有助推動農民提升二零一三年的農
產量。中國政府已頒佈有關尿素出口稅項政策的重大變動，將尿素淡季出口
關稅的基準稅率由7%調低至2%，並將旺季的稅率由110%調低至77%。鑒於
本集團作為中國領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尿素及複合肥生產商之一，並策略性
地位處於國內其中一個最大的農業省份－河南，董事認為上述政策有利於本
集團的發展。儘管二零一三年將會有進一步的行業整合情況出現，但董事堅
信隨著本集團持續開拓和發展其「心連心」品牌實力，長遠而言定必有利於本
集團的業務發展。

(IV) 建議末期股息

董事會推薦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建
議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6.30分（二零一一年：每股人民幣3.70分），惟建
議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本公司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始可作實。
本公司將就建議末期股息、股東週年大會，以及本公司股東名冊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及登記手續的時段（以釐定股東收取建議末期股息的資格）的詳情，適
時另行刊發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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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補充資料

1.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對賬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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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的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差異。

2. 營運及財務風險

(i) 市場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市場風險包括主要產品平均售價變動、原材料（主要
為煤）的成本變動及利率和匯率的波動。

(ii) 商品價格風險

本集團亦面臨產品售價及原材料成本波動而產生的商品價格風險。

(iii) 利率風險

本集團承擔的主要市場利率風險與本集團受浮動利率影響的長期債
務承擔有關。

(iv)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收入及成本主要以人民幣計值。部份成本可能以港元、美
元或新加坡元計值。

(v) 通脹及貨幣風險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總局公佈的數據，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於截至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漲約2.6%，而二零一一則上升
約5.4%。中國的通脹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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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監控其資金短缺的風險。本集團定期審核財務投資及金融資
產（例如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金融資產）的到期情況及經營業務的
預測現金流量。本集團的目標是通過使用銀行透支及銀行貸款，維
持資金持續及靈活性之間的平衡。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據於財務報表內所反映的借款及應付短期融資債券的賬面值，本
集團的負債金額約人民幣472,0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541,000,000元）或約21.9%（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3.6%）將於一年內到期。

(vii) 資產負債比率風險

本集團監控其資本比率，以支持其業務及最大化股東價值。本集團
根據經濟狀況變動管理資本結構以及就此作出調整。本集團可以透
過籌集新債或發行新股以保持或調整資本結構。於截至二零一二及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管理資本的目標、政策或流程
概無任何變動。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
率（負債淨額除以總資本加負債淨額）自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約44.4%上升至約50.8%。

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一
年：零）。

4. 重大訴訟及仲裁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牽涉任何訴訟或仲裁。

5.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準
則，並討論及檢討內部監控及申報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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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履行最佳的企業管治，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均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列的企業管
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該守則條文規定上市發行人的主席及首席行政人員的職位須予區分，且
不應由同一人兼任。自本公司註冊成立以來，本公司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的職位一直由劉興旭先生擔任，他在業內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董事會
認為劉興旭先生能為本公司提供有力及貫徹一致的領導，使本公司能有
效快捷地規劃及執行業務上的決策及策略。

此外，董事認為董事會由人數均衡的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
非執行董事）組成，以及設立各個董事委員會（由全體或大部份獨立董事
所組成）監察本公司不同範疇的事宜，均已足夠保障可確保權力及授權
的平衡。

7.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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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標準守則不時的修訂，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董事會確認，經向全體董事作出指定查詢後，
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
所需準則。

8.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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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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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4,073名（二零一一年：3,834
名）僱員。員工薪酬安排考慮到市況及有關個別人士的表現後釐定，並
可不時予以檢討。本集團亦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壽險，
並根據合資格員工的表現及對本集團的貢獻，授出酌情獎勵花紅。

10. 於聯交所網站的披露

本公佈將在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
www.chinaxlx.com.hk)刊發。

承董事會命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

閆蘊華

新加坡，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興旭先生、閆蘊華女士及李步文先生；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廉潔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建源先生、李生校
先生及王為仁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