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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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HENGY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正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3363 )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本年度收益達人民幣 1,242,371,000 元，  較二零一一年度的收益人民幣

1,163,803,000元增加人民幣78,568,000元，升幅6.75%。主要是由於集團新增紙製

包裝產能陸續投產，積極拓展紙製包裝產品業務所致。 

 

 本年度毛利率達20.85%，較二零一一年的毛利率18.50%，上升2.35%。主要是由

於本集團積極開展節能降耗工作，提升生產設施效率；同時毛利率較高的新產品

投入市場，使得毛利有所增長。 

 

 本年度溢利達人民幣51,417,000元， 較二零一一年度的溢利人民幣46,440,000元增

加人民幣4,977,000元，增幅10.72%。 

 

 本年度每股基本盈利達人民幣0.10元，較二零一一年度按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計

算的人民幣0.10元維持不變。 

 

 董事會議決建議派發本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3.08分，（二零一一年派發末

期股息每股人民幣2.78分及特別股息每股人民幣2.78分，合共股息為每股人民幣

5.56分）。 

 

 



2 
 

全年業績 

 

正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或「年內」）

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一年度」）同

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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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371  1,163,803  

銷售成本   (983,276 ) (948,474 ) 

       

毛利   259,095  215,329  

其他收入 5  11,576  6,714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129  1,401  

分銷及銷售費用   (50,606 ) (34,321 ) 

行政及其他開支   (84,278 ) (62,719 ) 

上市開支   -  (11,926 ) 

融資成本 7  (38,466 ) (28,259 ) 

研發開支   (35,283 ) (27,343 ) 

       

除稅前溢利 8  62,167  58,876  

所得稅開支 9  (10,750 ) (12,436 )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51,417  46,44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 11  10 分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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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53,146  398,052  

預付租賃款項   66,315  56,707  

其他無形資產   5,171  6,609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按金  13,897  18,022  

租賃土地按金   28,800  6,750  
       

   667,329  486,140  

流動資產       

存貨   116,487  112,93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685,188  625,311  

預付租賃款項   1,592  1,368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6,338  94,255  

受限制銀行存款   415  2,02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2,378  130,692  

可收回稅項   3,789  -  
       

   1,136,187  966,58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469,942  418,847  

稅項負債   1,248  2,986  

借款   727,771  499,227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22,322  13,169  

應付董事款項   2,048  3,816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50  66  
       

   1,223,381  938,111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87,194 ) 28,47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80,135  514,615  

       

資本及儲備       

股本／繳足股本 14  41,655  41,655  

股本溢價及儲備   456,117  429,132  
       

權益總額   497,772  470,787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4,073  5,932  

遞延收入   28,800  -  

借款   6,720  -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42,770  37,896  
       

   82,363  43,828  
       

   580,135  51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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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正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八日在百慕達根據百慕

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而其主要營業地點位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中山市黃圃鎮新明南路173號。本公司每股

面值0.10港元的股份（「股份」）並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

板上市。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而其附屬公司則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紙、紙板及紙

製包裝產品。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下文統稱為「本集團」。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該貨幣（「功能貨幣」）用於本公

司的主要附屬公司營運所在的主要經濟環境。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本集團之淨流動負債為人民幣87,194,000

元，本公司董事於編製綜合財務報告時已經作出審慎考慮。按照基準，本集團於截

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報表仍有約人民幣569,405,000元的有抵

押授信尚未使用。董事信納本集團有足夠財務資源應付可見將來到期之財務責任。

因此，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編製基準 

 
根據本集團為準備於聯交所上市股份而合理化其架構所開展的集團重組（「集團重
組」），集團重組完成後，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成為 TYAZ International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由集團重組而產生的本集團被視為一個持續實體。故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乃採用合併會計原則編製，與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指引第5號「共同控制合併下的合併會計法」所

述原則一致，猶如集團重組於合併實體首次受最終控權方當日已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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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應用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除提高有關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披露 — 金融資產之轉讓」的披露

外，於本年度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現時及過往年度之財

務業績狀況及╱或載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披露 — 金融資產之轉讓」之修訂。

該等修訂增加涉及金融資產轉讓交易之披露規定，旨在當金融資產被轉讓時，以提高風險

承擔之透明度。 
 

已頒佈惟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以下已頒佈惟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善（2009 年至 2011 年 

          循環）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渡披露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綜合財務報表、聯合安排及於其他實體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及   權益披露：過渡指引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投資實體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綜合財務報表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共同安排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允價值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    僱員福利 1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獨立財務報表 1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投資 1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1 

  詮釋第 20 號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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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指售出物品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減貼現及銷售相關稅項。 
 

本集團主要從事供應瓦楞芯紙及紙製包裝產品。 

 

本集團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下的可申報分部主要分為兩類： 
 

 紙製包裝：此分部生產及銷售紙製包裝產品。 

 

 瓦楞芯紙：此分部生產及銷售瓦楞芯紙。 

 

分部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按可申報分部劃分的來自持續經營的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紙製包裝  瓦楞芯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外部銷售 722,241  520,130  1,242,371  

分部間銷售 -  93,061  93,061  

       

分部收入 722,241  613,191  1,335,432  

       

抵銷     (93,061 ) 

       

集團收入     1,242,371  

       

銷售成本       

外部銷售成本 580,510  402,766  983,276  

分部間銷售成本 93,061  -  93,061  

       

分部銷售成本 673,571  402,766  1,076,337  

       

抵銷     (93,061 ) 

       

集團銷售成本     983,276  

       

分部溢利 25,101  42,737  67,838  

       

未分配企業開支淨額     (5,671 ) 

       

除稅前溢利     6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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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指各分部賺取的溢利，未扣除法律及專業費用、銀行利息收入以及其他企

業收入及開支。 
 

因可申報分部的總收入（剔除分部間收入）與本集團的收入相同，故並無提供可申

報分部收入的對賬。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紙製包裝  瓦楞芯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外部銷售 643,911  519,892  1,163,803  

分部間銷售 -  120,596  120,596  

       

分部收入 643,911  640,488  1,284,399  

       

抵銷     (120,596 ) 

       

集團收入     1,163,803  

       

銷售成本       

外部銷售成本 526,981  421,493  948,474  

分部間銷售成本 120,596  -  120,596  

       

分部銷售成本 647,577  421,493  1,069,070  

       

抵銷     (120,596 ) 

       

集團銷售成本     948,474  

       

分部溢利 33,931  45,884  79,815  

       

未分配企業開支淨額     (20,939 ) 

       

除稅前溢利     5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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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4,274  1,652  

管理費收入 810  197  

銷售廢料 36  14  

政府補貼 6,400  4,851  

雜項收入 56  -  

     

 11,576  6,714  

 

 

6.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匯兌收益淨額 203  1,40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74 ) (5 ) 
     

 129  1,401  

 

 

7. 融資成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項目的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及其他借款 36,934  26,926  

 融資租賃 5,603  1,610  
     

借款成本總額 42,537  28,536  

減：計入符合條件資產成本中之金額 (4,071 ) (277 ) 
     

 38,466  2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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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溢利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281  22,758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438  112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368  1,368  

     

折舊及攤銷總額 31,087  24,238  

     

核數師酬金 1,846  1,571  

以下項目的經營租賃租金     

  - 廠房及機器 9,346  -  

  - 土地及樓宇 10,134  9,795  

  - 車輛 236  198  

員工成本     

  - 董事酬金 10,909  6,469  

  - 薪金及其他福利成本 135,607  118,198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996  4,420  

  - 以股份支付   1,541  -  

       

員工成本總額   153,053  129,087  

  減： 在建工程的資本化金額 (3,010 ) (3,726 ) 

  Less: 無形資產的資本化金額 -  (689 ) 

       

   150,043  124,672  

 

 

9.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9,409  8,411  

  預扣所得稅 3,200  -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859 ) 4,025  

     

 10,750  12,436  

 

本集團的收入並非來自於香港或由香港產生，故未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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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規定，中國附屬

公司的稅率為25%，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根據於一九九一年四月九日生效並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失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對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從開始

獲利的年度起，享有兩年免徵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若干

條件1」）。倘企業在當時處於過渡階段，則此政策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統一所

得稅稅率時仍然有效。 

 

根據財政部、科學技術部及國家稅務總局頒佈的批文，高新技術企業可享15%的優

惠所得稅稅率（「若干條件2」）。 

 

正業包裝（中山）有限公司（「正業包裝（中山）」）及中山永發紙業有限公司（「中

山永發紙業」）於二零零九年取得為期三年的高新技術證書，根據若干條件2，二零

一一年的適用所得稅稅率為15%。於二零一二年，正業包裝（中山）及中山永發紙

業已更新其高新技術證書，直至2015年仍然享有其適用所得稅稅率為15%。 

 

根據中山國家稅務局東升稅務分局頒佈的中山國稅普字[2009]第001號文件及若干

條件1，正業聯合包裝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

其後適用所得稅減半待遇，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稅率為12.5%。 

 

根據珠海國家稅務局斗門稅務分局頒佈的珠斗國稅函[2008]第51號文件及若干條

件1，正業包裝（珠海）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

其後適用所得稅減半待遇，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稅率為12.5%。 

 

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中國稅務通函（國稅函[2008]第112號），稅率

為10%的中國預扣所得稅適用於應付「非居民」（其在中國並無設立機構或營運地

點）投資者的股息。該數額指就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所產生溢利而提供的預扣所得稅，其可供分派達人民幣

15,000,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32,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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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已確認可分派的股息 27,800  -  

 

本公司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

幣3.08分（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2.78分及特別股息每股人民幣2.78

分）。建議的股息約人民幣15,400,000元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或前後向於

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股東派發。 

 

該建議的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即將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11. 每股盈利 

 

本年度本公司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即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 

  

51,417  

 

46,440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加權 

 平均普通股股數 

  

500,000,000  

 

447,602,740 

 

 

由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購股權行使價格高於股份的平均市價，故截至二零一

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並無假定本公司已

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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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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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529  302,287  

減：呆賬準備   -  -  

       

  378,529  302,287  

       

墊付供應商款項  5,348  3,443  

      

應收票據  273,988  300,280  

預付款項  7,734  4,676  

其他應收款項  19,589  14,625  

      

  301,311  319,58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685,188  625,311  

 

本集團向貿易客戶提供30天至120天的信用期，惟新承接的客戶須於貨品交付時付

款。就擁有良好信用質量的主要客戶而言，本集團亦允許彼等於銀行擔保60天至180

天期限內以票據結付相關款項。 

 

列載於報告期末按照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若發票開具日期為基準呈列的貿易應收款

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 至 60 天  307,456  241,120  

61 至 90 天  37,936  32,702  

91 至 180 天  33,086  28,213  

180 天以上  51  252  

      

  378,529  302,287  

 

在承接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先評估潛在客戶的信用質量及釐定客戶信用限額。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結餘包括賬面價值合共人民幣12,256,000元（二零一一年：人

民幣8,088,000元）的逾期應收賬款，惟本集團並未對此作出減值撥備，因為本集團

相信此價值仍可以在本年度之重大期後結算中收回。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

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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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但未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 至 30 天  8,816  1,678  

31 至 60 天  3,073  6,155  

61 至 90 天  303  -  

90 天以上  64  255  

      

  12,256  8,088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279,167  285,678  

應付票據 – 有抵押  115,354  65,740  

其他應付稅項 (附註)  32,082  24,564  

應付薪酬及福利費  23,800  17,380  

應付工程款項  12,786  15,776  

其他  6,753  9,709  

      

  469,942  418,847  

 

附註： 其他應付稅項中的增值稅撥備佔人民幣30,107,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

22,433,000元）。 

 

載列於報告期末按照發票開具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 至 60 天  128,374  173,619  

61 至 90 天  97,583  20,352  

91 至 180 天  48,762  87,296  

180 天以上  4,448  4,411  

      

  279,167  285,678  

 

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是以報告期末按照發票開具日期為基礎。 

 

購買材料的平均信用期介乎30至120天。本集團設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

有應付款項於信用時限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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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繳足股本 

 

  股份數目  票面值  

每股面值 0.10 港元的普通股    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i) 2,000,000  200,000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增加的法定股本 (ii) 998,000,000  99,800,000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0  

 

1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i) 1  0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發行股份 (iii) 1,999,999  200,000  

  股份資本化 (iv) 373,000,000  37,300,000  

  以公開發售方式發行新股份 (v) 125,000,000  12,500,000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00,000,000  50,000,000 

 

      

    人民幣千元  

呈列為：(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1,655 

 

 

 附註： 
 

(i)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八日，本公司根據百慕達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

免公司，法定股本 200,000 港元，分為 2,000,000 股每股面值 0.10 港元的股份。

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胡正先生獲配發及發行一股未繳款股份。 
 

(ii) 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藉增設 998,000,000 股每股面值 0.10 港元的普通股，將

本公司原分為 2,000,000 股每股面值 0.10 港元的 200,000 港元法定股本增加至

分為 1,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0.10 港元的 100,000,000 港元。 
 

(iii) 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本公司根據集團重組發行 1,999,999 股每股面值 0.10 港

元的普通股，以換取 TYAZ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全部已發行股本，並成為本

集團的最終控股公司。 
 

(iv) 根據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董事議決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

因全球發售（定義見「招股章程」）而進賬的 37,300,000 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31,074,000 元）撥充資本，將有關款項用作按面值繳足 373,000,000 股股份。 
 

(v) 就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而言，已按1.43港元的價格發行125,000,000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的股份，總現金代價（扣除開支前）約為178,750,000港元（相當於人

民幣148,917,000元）。該等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在聯交所主板開始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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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一二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製造業需求仍然疲軟，對造紙行業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但憑藉本集團具有優勢的垂直一體化經營模式，加上主要客戶家電行業需求受惠節能家

電補貼等利好政策影響，使得集團的業務獲得平穩增長，盈利逐步回升。 

 

本年度總銷售額為人民幣1,242,371,000元，較二零一一年度的人民幣1,163,803,000元，

增長6.75%，主要由於本集團銷售量增加所致。本集團是中國最具實力的瓦楞芯紙及包

裝紙品一體化生產商之一。本集團銷售全部來自國內市場，其中紙製包裝產品及瓦楞芯

紙各佔本集團總銷售額58.13%及41.87%（二零一一年度：55.33%及44.67%）。 

 

紙製包裝產品 
 

本集團的紙製包裝產品銷售額由二零一一年度的人民幣643,911,000元增加至本年度人

民幣722,241,000元，增幅為12.16%，主要由於年內於石家莊、鄭州、武漢及合肥廠房陸

續投產帶來紙製包裝新增產能，以及積極拓展紙製包裝產品業務所致。其中蜂窩紙製產

品的銷售額由二零一一年度的人民幣51,522,000元增加至年內的人民幣102,669,000元，

增加人民幣51,147,000元。 

 

瓦楞芯紙 

 

瓦楞芯紙銷售額由二零一一年度的人民幣519,892,000元略為增加至本年度的人民幣

520,130,000元，增幅為0.05%。本集團一直致力於新產品研發以及生產技術改造，於年

內為本集團帶來了可喜之回報。其中新投入市場的65g/m2及70g/m2瓦楞芯紙，為集團帶

來可觀的收入貢獻。 

 

毛利及毛利率 

  

本年度之毛利為人民幣259,095,000元，較二零一一年度同期的人民幣215,329,000增加

20.33%。毛利率由二零一一年度的18.50%上升至本年度的20.85%。毛利率增加有賴於

本集團新產品投放市場，以及優化產能，提升生產效率，嚴格控制各項成本費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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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一三年內地經濟逐步邁向復蘇，中國城鎮化的拓展將為家電業帶來新的機遇，亦惠

及包裝紙品市場。我們相信隨著本集團在中國華中、華北的四間新廠房步向成熟及進入

回報期，將為本集團帶來更大的收入及利潤貢獻。在業務打下深厚基礎的同時，集團亦

積極提升客戶多樣化，繼續開發新產品、工藝及技術，提高集團產品競爭力。期望在經

濟狀況改善、消費需求回復增長時能爭取更多市場份額。同時集團與國內領先的資訊科

技應用解決方案提供商合作，構建資訊及資源規劃系統，加強規範集團內部管理系統及

各業務流程，支援集團業務擴充計畫，加強經濟規模效益，嚴格控制生產成本及費用開

支，以提高本集團的盈利能力，並為股東爭取最大回報。 

 

分銷及銷售費用 

 

本集團分銷及銷售費用由二零一一年度的人民幣34,321,000元上升至二零一二年度的人

民幣50,606,000元，增幅約為47.45%，分別約佔本集團銷售額的2.95%及4.07%。於本年

度內，有關增幅主要因本集團於石家莊、合肥、武漢及鄭州之生產線陸續投產，導致業

務擴充所產生的推廣宣傳費用及運輸成本增加所致。 

 

行政及其他開支 

 

本集團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一年度的人民幣62,719,000元上升至二零一二年度的人民幣

84,278,000元，增幅約為34.37%，分別約佔本集團銷售額5.39%及6.78%，主要由於本集

團於本年度按計劃擴張業務，工資成本由二零一一年度的人民幣33,230,000元上升至二

零一二年度的人民幣53,447,000元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一年度的人民幣28,259,000元上升至二零一二年度的人民幣

38,466,000元，增幅約為36.12%。主要由於集團業務擴張，撥款興建新的生產線及收購

湖北省松滋市土地，導致本年度的借貸及融資租賃上升。 

 

於本年度，銀行借貸利率按浮動利率介乎1.0425%至6.9825%，而二零一一年則介乎

6.06%至7.87%。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借貸以及融資租賃款項為人民幣799,583,000元，而於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人民幣550,29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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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支出 

 

本集團的研發支出由二零一一年度的人民幣 27,343,000 元上升至二零一二年度的人民

幣 35,283,000 元，增幅約為 29.04%，主要為了達到提升集團產品競爭力的目的及應客

戶需求進行新產品的開發及新技術、新工藝的研發以提升生產效率及產品品質。另外，

中國政府對於造紙過程的環保要求逐漸提高，本集團亦相當重視；不斷提升產品品質

時，亦同時提升產品製造時的環保要求，與政府制定的標準一致。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結構 

 

現金流量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淨額流出人民幣8,314,000元。經營活動及融

資活動分別產生所得款項人民幣104,638,000元及人民幣149,062,000元，而期內就投資活

動錄得現金流出人民幣262,014,000元。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主要為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付款、土地按金付款及為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款出按金為人民幣 136,473,000 元、人民幣 28,800,000 元及人

民幣 13,897,000 元。 

 

存貨 

 

存貨稍微上升3.15%至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16,487,000元，而於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人民幣112,933,000元。於本年度，存貨周轉天數約為43

天（二零一一年度：41天），屬正常水準。 

 

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為人民幣378,529,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02,287,000元）。本集團向包裝紙品客戶授予介乎30天至120天的信

用期，並向瓦楞芯紙客戶授予30天至75天的信用期。貿易應收款項的周轉天數延長至100

天（二零一一年度：94天），主要由於本集團紙製包裝業務擴充所致。 

 

貿易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付款項為人民幣279,167,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5,678,000元）。大部分供應商向本集團授予介乎30天至120天的信

用期。貿易應付款項的周轉天數維持在105天（二零一一年度：10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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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款結餘達人民幣734,491,000元（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99,227,000元）。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資產負債比率約為40.73%（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34.36%），此乃按總借貸佔總資產百分比計算。淨資產負債比率為81.43%（於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83%），此乃按借貸金額減現金及銀行結餘後，佔股東權

益百分比計算。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抵押若干賬面值人民幣637,159,000元（於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05,995,000元）的資產，作為本集團借貸的抵押品。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本承擔（包括已訂約及授權的資本承擔）為人

民幣62,216,000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4,460,000元），均為收購新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租賃土地有關。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或重大訴訟或仲裁。 
 

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股東派發本年度的末期

股息每股人民幣3.08分，待股東於即將召開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上批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股東週年大會的出席及表決資格，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

十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擬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表決的人士，務必將所有過戶文

件連同相關股份證書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

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

鐘匯中心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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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釐定建議的末期股息資格，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將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星期四）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凡擬領取建議的末期股息的人士，務必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份證書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五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

年六月二十五日或前後向股東派發。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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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

等均確認於本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採納並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於二零一二年一月

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以及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之

原則及若干建議最佳常規。本公司已在期內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的進一步資料刊載於本公司本年度年報內的企業管治報告內。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所獲得的公開資料及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符合上

市規則的足夠公眾持股量規定，即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超過25%由公眾持有。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確認，初始公佈所載列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與本集團本年度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數額一致。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於上述所進行之工作並

不構成任何相關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委聘審閱準則或香港

保證聘約準則的受委聘核證，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未對初始公佈作出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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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成立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

與本公司的外部核數師共同商討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項（包括審閱本公司的本

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確信，本公司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適

用的會計準則編製，並公平呈現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財務狀況及業績。 

 

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稍後

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公佈並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全年業績及年度報告的刊登 

 

此全年業績公佈已刊登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

本公司網站（http://www.zhengye-cn.com）。本年度的年度報告稍後將寄發予股東及於

上述網站公佈。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就本集團管理隊伍及員工於年內所作出貢獻衷心致謝，並

就所有股東及業務合作夥伴的不斷支持表示感激。 
 

 

承董事會命 

正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胡正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胡正先生、胡漢程先生、胡漢朝先生、陳維新先生及
尹文欣先生；非執行董事胡漢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國武先生、吳友俊先生及朱
宏偉先生組成。 
 

本公佈以中英版本編製。中英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公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