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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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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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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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不得在或向美國（包括其屬地及領土、美國任何州及哥倫比亞特區）直接或間接分派。本公告

僅供參考，並不屬於或構成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提呈出售建議或招攬購買任何證券的建議部

分，而未根據任何該等司法權區的證券法辦理登記或未獲批准而於上述地區進行上述建議、招攬或

出售，即屬違法。本公告所述的證券不會根據經修訂的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登記，亦不得在美國

提呈或出售，惟已登記者或獲豁免遵守證券法的登記規定者除外。於美國公開發售任何證券均須以

可向本公司或出售證券持有人獲取的招股章程形式作出。招股章程須載有相關公司以及其管理及財

務報表的詳細資料。本公司無意於美國公開發售證券或登記任何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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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新加坡股份代號：B9R.SI）

（香港股份代號：01866）

二零一三年首四個月業績

建議發售票據及公佈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建議進行國際發售票

據。本公司已委任摩根士丹利亞洲（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作為建議發售的獨家牽頭

經辦人，以及中信証券融資（香港）有限公司及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作為建

議發售的經辦人。發售的完成須視乎市況及投資者興趣而定。截至本公告日期，建

議發售票據的本金額、利率、付款日期及若干其他條款及條件尚未落實。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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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200610384G

就是次發售而言，本公司將向若干機構投資者提供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及截至該期間止的公司及財務資料。為符

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十三章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的

上市規則規定的披露責任，本公司於下文載列有關的公司及財務資料。

鑒於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就建議發售票據訂立具約束力協議，發售未必會完成。投

資者及本公司股東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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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200610384G

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所需的過往資料
1(a) 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綜合全面收益表連同緊接上一財政年度
同期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 四月三十日 增加╱
止四個月 止四個月 （減少）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1,336,514 1,367,851 (2.3)
銷售成本 (1,029,805) (1,151,993) (10.6)

  
毛利 306,709 215,858 42.1
其他收入淨額 5,324 5,319 0.1
銷售及分銷費用 (22,679) (21,122) 7.4
一般及行政費用 (78,930) (60,208) 31.1
財務成本 (24,499) (27,041) (9.4)

  
除稅前盈利 185,925 112,806 64.8
所得稅開支 (29,266) (17,272) 69.4

  
期內溢利 156,659 95,534 64.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4,326 1,959 120.8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4,326 1,959 120.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60,985 97,493 65.1

  
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157,157 95,534 64.5
非控股權益 (498) － 不適用

  
156,659 95,534 64.0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161,483 97,493 65.6
非控股權益 (498) － 不適用

  
160,985 97,493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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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200610384G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

本集團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 四月三十日

止四個月 止四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0,127 58,734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攤銷 1,281 672

煤礦開採權攤銷 528 51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 1,483 475

未變現匯兌收益淨額 (2,703) －

利息開支 24,499 27,041

利息收入 (740) (1,351)

遞延補貼攤銷 (37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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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200610384G

1(b)(i) 綜合財務狀況表（發行人及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72,216 3,019,025
預付土地租約款項 174,009 175,290
商譽 6,950 6,950
煤礦開採權 41,427 41,955
可供出售投資 7,500 7,500
遞延稅項資產 4,706 4,706
購置廠房及設備項目的
 預付款項 685,589 721,626

  
4,592,397 3,977,052

  
流動資產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128 1,760
可供出售投資 9,027 4,701
存貨 348,191 432,366
貿易應收賬款 24,696 15,520
應收票據 1,650 1,740
預付款項 121,643 140,630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5,643 49,080
可收回所得稅 2,959 3,858
已抵押存款 12,900 12,9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62,311 477,610

  
1,091,148 1,140,165

  
總資產 5,683,545 5,1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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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200610384G

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4,616 135

貿易應付款項 75,030 110,773

應付票據 25,800 25,80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64,279 422,437

應付所得稅 4 4

遞延補貼 3,596 3,596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78,250 172,000

應付短期債券 300,000 300,000
  

1,151,575 1,034,745
  

淨流動（負債）╱資產 (60,427) 105,4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531,970 4,082,472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028,612 1,679,485

遞延補貼 25,980 23,474

遞延稅項負債 50,961 51,081
  

2,105,553 1,754,040
  

總負債 3,257,128 2,788,785
  

淨資產 2,426,417 2,32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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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200610384G

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836,671 836,671

可換股債券 327,235 322,436

法定儲備金 184,569 167,873

可供出售投資重估儲備 4,326 －

保留溢利 1,066,884 931,222

建議末期股息 － 63,000
  

2,419,685 2,321,202
  

非控股權益 6,732 7,230
  

權益總額 2,426,417 2,328,432
  

總權益及負債 5,683,545 5,1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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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200610384G

1(b)(ii) 本集團的借款及債務證券總額

 須於一年內或於通知時應付的款項

於二零一三年

四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178,250 172,000
  

 於一年後應付的款項

於二零一三年

四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2,021,339 1,672,212

政府貸款 7,273 7,273
  

2,028,612 1,679,485
  

抵押品詳情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抵押

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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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200610384G

1(c)(i) 現金流量表（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四月三十日
止四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
止四個月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 248,897 246,841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556,573 (66,067)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292,377 (261,5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5,299) (80,72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7,610 514,098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62,311 43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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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200610384G

1(d)(i) 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的（發行人及本集團）權益變動表，連同緊接上一個

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可供出售

法定 可換股 投資重估 建議末期

已發行股本 儲備金 債券 儲備 保留溢利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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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836,671 133,655 321,996 － 732,355 37,000 2,061,677

期內溢利 － － － － 95,534 － 95,53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 － － － 1,959 － － 1,95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959 95,534 － 97,493

轉撥至法定儲備金 － 9,964 － － － － －

已宣派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 － － － － － (37,000) (37,000)

可換股債券利息 － － 5,239 － 5,239 － －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的結餘 836,671 143,619 327,235 1,959 812,686 － 2,12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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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200610384G

可供出售
投資重估 建議 非控股

已發行股本 法定儲備金 可換股債券 儲備 保留溢利 末期股息 合計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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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836,671 167,873 322,436 － 931,222 63,000 2,321,202 7,230 2,328,432

期內溢利 － － － － 157,157 － 157,157 (498) 156,65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 － － － 4,326 － － 4,326 － 4,32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4,326 157,157 － 161,483 (498) 160,985

轉撥至法定儲備金 － 16,696 － － (16,696) － － － －
已宣派二零一二年
 末期股息 － － － － － (63,000) (63,000) － (63,000)

可換股債券利息 － － 4,799 － (4,799) － － － －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
 的結餘 836,671 184,569 327,235 4,326 1,066,884 － 2,419,685 6,732 2,426,417

         

1(d)(ii) 由上一個報告期間結算日本公司股本因供股、發行紅股、回購股份、行使購股

權或認股權證、其他發行的權益證券轉換、發行股份換取現金或作為收購或任

何其他目的之代價出現的任何變動詳情。另請列出於本財政期間結算日，以及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比較期間結算日，倘未贖回可換股證券全數轉換而可能發

行的股份數目

 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內，本公司的已發行及繳足的法定股本並

未變動。

 轉換所有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未行使可換股證券

時可予發行的股份總數將為 176,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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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200610384G

1(d)(iii) 請列出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算日以及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結算日的已發行股份

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

於 於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發行股份數目（不包括庫存股份）： 1,000,000,000 1,000,000,000

所持庫存股份數目： 無 無

1(d)(iv) 載有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算日所有有關庫存股份銷售、轉讓、出售、註銷及╱

或使用情況的列表

 不適用。

2. 數據是否已經按照核數準則或常規作出審核或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及截至該日止四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資料已經Ernst & Young LLP審閱。就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

日及截至該日止四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而言，Ernst & Young LLP

報告其根據國際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進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

閱（國際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號）採納了有限的程序。然而，其報告指出其並無

審核且其不會就有關中期財務資料表達審核意見。其報告亦指出截至二零一三

年四月三十日及截至該日止四個月的該財務資料並無根據國際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號進行審閱。

3. 當數據已獲審核或審閱時，核數師報告（包括任何保留意見或重點事宜）

 請參閱附件甲的核數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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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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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行人最近期的經審核財務報表是否應用相同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本集團已採納所有新訂╱經修訂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新加坡財務報告準

則」），該等準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生效。本集團於本期間的財務報

表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一直採納相同會計政策

及計算方法。

5. 若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出現任何變動，包括會計準則規定的任何會計政策及計

算方法，請說明變動的內容及原因以及影響

 採納的會計政策與以往財政年度所採納的一致，但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已採

納所有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採納該等準則並不會對本集團及本公司財務業績或狀況造成任何影響。

6. 本集團最近報告的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比較期間的每股普通股盈

利（已扣除優先股股息的任何撥備）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 四月三十日

止四個月 止四個月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採用的母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157,157 95,534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包括

 本年度已發行之強制可換股工具）

 加權平均數 1,176,000,000 1,17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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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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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 四月三十日

止四個月 止四個月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的每股

 基本及攤薄盈利（人民幣分） 13.4 8.1

7. 根據於以下期間結算日發行人的已發行股本計算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發行人及

本集團）：

(a) 本報告財政期間；及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

每股資產淨值 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
四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結算日根據已發行股本計算
 的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人民幣）：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1,000,000,000股股份 2.43 2.33

  

表現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

個月約人民幣 1,367,900,000元減少約 2.3%至人民幣 1,336,500,000元。減少主

要由於尿素、複合肥和甲醇的銷量減少所致，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

四個月約人民幣 881,100,000元、人民幣 318,400,000元及人民幣 164,700,000元

分別減少約 2.2%、2.5%及 1.5%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

幣 861,300,000元、人民幣 310,300,000元及人民幣 162,400,000元。



– 15 –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200610384G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

止四個月約人民幣 1,152,000,000元減少約 10.6%至人民幣 1,029,800,000元，主

要由於煤炭價格下降所致。

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 15.8%增加至截至二

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 22.9%。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其他收入淨額保持相對穩定，截至二零

一三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為人民幣 5,300,000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和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 21,100,000元

增加約 7.6%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 22,700,000元，主

要由於交通成本增加所致，這與複合肥的銷量增加保持一致。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 60,200,000元

增加約 31.1%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 78,900,000元。

增加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增加所致，此乃由於為第四廠及新疆項目接受培訓的僱

員人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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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 27,000,000元減少約

9.3%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 24,500,000元。減少主要

由於本集團的融資選擇變得多元化，使其可以優惠條款獲得資金。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 17,300,000元增加

約 69.4%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 29,300,000元，乃由

於溢利增加所致。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 95,500,000元增加

約 64.1%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約人民幣 156,700,000元。這

主要由於在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人民幣

1,152,000,000元減少約 10.6%至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人民幣

1,029,800,000元的同時，收入保持相對穩定。

9. 之前已經向股東披露的預測或前景展望報告是否與實際結果不同。

 不適用。

10. 股息

(a) 本報告財政期間

 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建議或宣派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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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比較期間

 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宣派或支付任何股息。

11. 若並無宣派╱建議股息，則說明並無宣派╱建議股息的影響。

 並無宣派或建議股息。

12. 倘本集團已就利害關係人交易（「IPT」）向股東取得一般授權，該等交易的總值

須符合第 920(1)(a)(ii)條的規定。倘並無取得 IPT授權，則發出有關聲明。

 本集團並未就 IPT獲得股東的一般授權。

董事會確認

董事會確認，就其所深知，本公司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資料會令本公司及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財務業績存在重大虛假或誤導成份。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

閆蘊華

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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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建源先生、李生校先生及王為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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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甲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報告

致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董事會

引言

吾等已審閱隨附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的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相關簡明綜合中期

全面收益表、股權及現金流量變動，以及說明資料。

管理層附責按照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

第 34號」）編製及呈列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吾等負責根據吾等之審閱工作就

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

審閱範圍

吾等按照國際審閱委聘協定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

料審閱」進行審閱工作。審閱中期財務資料主要包括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

作出查詢，及進行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國際審計準則進行

審計的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本所可保證吾等將知悉在審計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

事項。因此，吾等不會發表審計意見。

結論

按照本所的審閱結果，吾等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吾等相信隨附的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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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宜

吾等謹請 閣下注意截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可比較簡明綜合中期全

面收益表、股權及現金流量變動及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披露相關說明資料尚

未按照國際審閱委聘協定準則第 2410號進行審閱。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註冊會計師兼執業會計師

新加坡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