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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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業績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的披露責任而刊
發。本公佈原以英文編製。本公佈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季報乃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的有關條例編製。本報告所載的財務資
料乃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並已經核數師審閱。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
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
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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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度期間所需的過往資料

1(a)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度（三個月）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
收益表連同緊接上一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
第一季度 增加╱

31/3/2014 31/3/2013 （減少）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1,269,632 1,005,501 26.3%
銷售成本 (1,048,441) (774,826) 35.3%

毛利 221,191 230,675 (4.1%)
其他收入淨額 3,751 628 497.3%
銷售及分銷費用 (43,699) (17,998) 142.8%
一般及行政費用 (72,175) (63,446) 13.8%
財務成本 (51,121) (16,445) 210.9%

除稅前溢利 57,947 133,414 (56.6%)
所得稅開支 (10,688) (21,488) (50.3%)

期內溢利 47,259 111,926 (57.8%)
其他全面收入
於往後期間將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賬的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45 1,291 (96.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7,304 113,217 (58.2%)

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48,209 112,234 (57.1%)
非控股權益 (950) (308) 208.4%

47,259 111,926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48,254 113,525 (57.5%)
非控股權益 (950) (308) 208.4%

47,304 11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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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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

本集團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31/3/2014 31/3/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71,891 45,05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960 961
煤礦開採權攤銷 410 395
遞延補貼攤銷 (531) (12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451 1,575
未變現匯兌虧損淨額 5,273 –
利息收入 (2,148) (831)
利息開支 51,121 1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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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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 本公司
31/3/2014 31/12/2013 31/3/2014 31/12/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86,371 4,735,403 –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70,486 171,446 – –
商譽 6,950 6,950 – –
煤礦開採權 40,822 41,232 – –
購買廠房及設備項目的
 預付款項 738,359 687,469 – –
於附屬公司的投資 – – 1,340,000 1,340,000
可供出售投資 7,500 7,500 – –
遞延稅項資產 8,663 8,663 – –
預付關連公司的款項 3,151 – – –

非流動資產合計 6,162,302 5,658,663 1,340,000 1,340,000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 202,646 186,930 318 318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3,940 198,995 – –
可供出售投資 8,368 8,323 8,368 8,323
存貨 268,869 261,377 – –
貿易應收賬款 21,879 9,572 – –
應收票據 23,661 3,897
可收回所得稅 25,694 26,446 – –
已抵押存款 213,885 148,961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78,221 797,813 4,259 5,40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1,907 – –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 – 230,938 230,938

流動資產合計 1,357,163 1,644,221 243,883 244,979

總資產 7,519,465 7,302,884 1,583,883 1,584,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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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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31/3/2014 31/12/2013 31/3/2014 31/12/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92,708 88,171 – –
應付票據 349,761 260,143 –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27,291 829,368 5,686 16,260
應付所得稅 4 4 – –
遞延補貼 4,556 4,892 – –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356,545 134,983 113,136 94,983

應付短期融資債券 300,000 300,000 – –

流動負債合計 1,930,865 1,617,561 118,822 111,243

淨流動資產╱（負債） (573,702) 26,660 125,061 133,73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588,600 5,685,323 1,465,061 1,473,736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397 398 – –
遞延補貼 36,743 33,026 – –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690,179 2,837,832 – –
遞延稅項負債 50,126 50,216 – –
應付長期融資債券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非流動負債合計 3,027,445 3,171,472 250,000 250,000

總負債 4,958,310 4,789,033 368,822 361,243

淨資產 2,561,155 2,513,851 1,215,061 1,22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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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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31/3/2014 31/12/2013 31/3/2014 31/12/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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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671 836,671 836,671 836,671
可換股債券 326,035 322,436 326,035 322,436
重估儲備 3,667 3,622 3,667 3,622
法定儲備金 205,760 199,295 – –
保留溢利╱（累計虧損） 1,127,401 1,089,256 (11,312) 1,007
建議末期股息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2,559,534 2,511,280 1,215,061 1,223,736

非控股權益 1,621 2,571 – –

總權益 2,561,155 2,513,851 1,215,061 1,223,736

總權益及負債 7,519,465 7,302,884 1,583,883 1,584,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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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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014 於31/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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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36 242,500 94,983 40,000
應付短期融資債券 – 300,000 – 300,000
政府貸款 – 909 – –

113,136 543,409 94,983 340,000

於一年後應付的款項

於31/3/2014 於31/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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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84,724 – 2,831,468
應付長期融資債券 – 250,000 – 250,000
政府貸款 – 5,455 – 6,364

– 2,940,179 – 3,087,832

抵押品詳情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人民幣113,000,000元（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5,000,000元）的短期貸款由定期存款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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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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現金流量表（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本集團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31/3/2014 31/3/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 57,947 133,414
調整：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451 1,57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1,891 45,05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960 961
煤礦開採權攤銷 410 395
遞延補貼攤銷 (531) (124)
利息開支 51,121 17,276
利息收入 (2,148) (831)

調整總計 122,154 64,310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180,101 197,724
營運資金變動
減少╱（增加）：
存貨 (7,492) 88,375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32,071) (39,190)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945) (37,231)
預付款項 (1,333) 21,753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907 (9)
預付關連公司的款項 (3,151) –
增加╱（減少）：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94,155 (42,93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77,415) 13,21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3,502

營運資金變動總計 (140,345) 7,486
經營產生╱（所用）的現金流量 39,756 205,210
已收政府補貼 3,912 2,756
已收利息 2,148 831
已付利息 (48,035) (31,661)
已付所得稅 (10,026) (18,009)

經營活動（所用）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2,245) 15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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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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31/3/2014 31/3/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以及土地使用權（附註B） (416,332) (354,088)
已抵押定期存款增加 (64,924)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481,256) (354,088)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貸款及借款所得款項 113,409 329,351
償還貸款及借款 (39,500) (100,00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73,909 229,35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419,592) 34,39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97,813 477,610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附註A） 378,221 5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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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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A：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未抵押銀行存款組成。綜合現金流量表內計入
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以下財務狀況表款額組成：

本集團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31/3/2014 31/3/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定期存款 213,885 12,900
現金及銀行結餘 378,221 512,000

592,106 524,900
減：已抵押定期存款 (213,885) (12,9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78,221 512,000

附註B：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土地使用權

本集團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31/3/2014 31/3/2013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 537,683 591,522
減：
 過往年度作出的預付款項 (687,469) (721,626)
 應付債權人款項 (436,414) (153,692)
 資本化借貸成本 – (14,385)

(586,200) (298,181)
加：
 當期作出的預付款項 738,369 559,623
 就往期購買作出的付款 264,163 92,646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現金流出淨額 416,332 35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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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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本公司及本集團）權益變動表，連同緊接
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已發行股本 法定儲備金

可供
出售投資
重估儲備 可換股債券 保留溢利

建議
末期股息 合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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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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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12,234 – 112,234 (308) 111,92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
  變動 – – 1,291 – – – 1,291 – 1,29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1,291 – 112,234 – 113,525 (308) 113,217

可換股債券利息 – – – 3,599 (3,599) – – – –

於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836,671 167,873 1,291 326,035 1,039,857 63,000 2,434,727 6,922 2,44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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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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發行股本 法定儲備金

可供
出售投資
重估儲備 可換股債券 保留溢利

建議
末期股息 合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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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836,671 199,295 3,622 322,436 1,089,256 60,000 2,511,280 2,571 2,513,851

期內溢利 – – – – 48,209 – 48,209 (950) 47,25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
  變動 – – 45 – – – 45 – 4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45 – 48,209 – 48,254 (950) 47,304

轉撥至法定儲備金 – 6,465 – – (6,465) – – – –

可換股債券利息 – – – 3,599 (3,599) – – – –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836,671 205,760 3,667 326,035 1,127,401 60,000 2,559,534 1,621 2,561,155

股本 可換股債券

可供
出售投資
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建議
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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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836,671 322,436 – 618 63,000 1,222,725

期內虧損 – – – (3,997) – (3,99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 – – 1,291 – – 1,29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1,291 (3,997) – (2,706)
可換股債券利息 – 3,599 – (3,599) – –

於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836,671 326,035 1,291 (6,978) 63,000 1,2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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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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 可換股債券

可供
出售投資
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建議
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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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836,671 322,436 3,622 1,007 60,000 1,223,736

期內虧損 – – – (8,720) – (8,72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 – – 45 – – 4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45 (8,720) – (8,675)
可換股債券利息 – 3,599 – (3,599) – –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836,671 326,035 3,667 (11,312) 60,000 1,21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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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的法定、已發行及繳足
股本並無變動。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發行約人民幣324,000,000元的
可換股債券，可轉換為176,000,000股股份。倘可換股債券已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轉換，股份數目將從1,000,000,000股增加至1,176,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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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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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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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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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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並無任何庫存股份。

2. 數據是否已經按照核數準則或常規作出審核或審閱。

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的數據已獲核數師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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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隨附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核數師審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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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準則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生效。本集團於本期間的財
務報表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一
直採納相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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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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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須於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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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號（經修訂）獨立財務報表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28號（經修訂）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10號綜合財務報表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11號共同安排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32號修訂本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抵銷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10號修訂本綜合財務報表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11號修訂本共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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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12號修訂本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27號修訂本獨立財務報表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28號修訂本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10號綜合財務報表、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

111號共同安排及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的過渡性指引修訂本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110號綜合財務報表、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
1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及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27號獨立財務報
表修訂本－投資實體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36號修訂本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39號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衍生工具
的更替及對沖會計法的延續

• 新加坡財務報告詮釋第121號徵費

採納該等準則及詮釋並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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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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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經調整以反映
二零一一年已發行的可換股債券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176,000,000股（包
括二零一一年已發行的強制性可換股工具）計算得出。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第一季度 第一季度
31/3/2014 31/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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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09 11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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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股） 1,176,000 1,1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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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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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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及本集團）：

(a) 本報告財政期間；及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

本集團 本公司
每股資產淨值 31/3/2014 31/12/2013 31/3/2014 31/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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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2.51 1.22 1.22

8. 本集團表現的回顧（以有助合理了解本集團業務所須者為限）。該回顧必須
包括以下討論：

(a) 影響本集團在本報告財政期間的營業額、成本及盈利的任何重大因
素，包括（如適用）季節性及週期因素；及

(b) 影響本集團在本報告財政期間的現金流量、營運資金、資產和負債的
任何重要因素。

表現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的收入由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約人民幣
1,006,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264,000,000元或26.3%至二零一四年第一季
度約人民幣1,270,000,000元。增長主要由於尿素、甲醇和複合肥銷量的增
加所致。尿素銷售量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增加約61.3%，乃由於尿素年
產能達約800,000噸的四廠投產所致。甲醇銷售量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增
加約47.3%乃由於為改善利潤率而調整尿素和甲醇之間的生產計劃所致。
複合肥銷售量增加約35.7%乃由於銷售網絡擴大及致力打造品牌以提高客
戶的接受程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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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整體毛利率由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約22.9%減少至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的
17.4%，原因是尿素和複合肥的毛利率減少。

尿素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約28.7%減少至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
的16.4%，原因是尿素的平均售價減少約24.5%。平均售價減少部分被平均
銷售成本減少約11.4%所抵銷。尿素的平均銷售成本下跌主要由於小型煤
礦整合後重開煤礦引致煤炭價格下跌所致。

甲醇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約5.5%增加至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的
約24.3%。這主要由於平均銷售成本因煤炭價格降低而下跌約9.8%以及甲
醇的平均售價增加約12.7%。

複合肥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約16.3%減少至二零一四年第一季
度約15.5%。這主要由於平均售價下跌。

其他收入淨額

其他收入淨額益由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約人民幣1,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3,000,000元至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約人民幣4,000,000元。這是由於政府
補貼收入、副產品銷售及利息收入分別增加約人民幣4,000,000元、人民幣
2,000,000元及人民幣1,000,000元。增加部分被未變現匯兌虧損增加約人民
幣5,000,000元所抵銷。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約人民幣18,000,000元增加約人民
幣26,000,000元或142.8%至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的人民幣44,000,000元。這
主要是由於運輸成本及銷售人員成本分別增加約人民幣19,000,000元及人
民幣6,000,000元所致。運輸成本增加主要是由於向中國東北銷售62,600噸
的尿素。銷售人員成本增加與尿素及複合肥的銷量增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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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約人民幣63,000,000元增加約人民
幣9,000,000元或13.8%至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的人民幣72,000,000元。增加
主要是由於銀行貸款交易費用、折舊及攤銷開支以及專業費用分別增加約
人民幣4,000,000元、人民幣1,000,000元及人民幣1,000,000元。一般及行政
開支增加乃因本集團擴張所致。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約人民幣16,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35,000,000元或210.9%至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的人民幣51,000,000元。增加
主要是由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較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多籌借計息銀行及
其他借款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約人民幣21,0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
10,000,000元或50.3%至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的人民幣11,000,000元，原因
是溢利減少。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由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約人民幣112,0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
65,000,000元或57.8%至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約人民幣47,000,000元。這主
要是由於銷售及分銷開支、一般及行政開支以及財務成本分別增加約人民
幣26,000,000元、人民幣9,000,000元及人民幣35,000,000元。期內溢利減少
部分被所得稅開支較二零一三年第一季度減少約人民幣10,000,000元所抵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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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狀況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5,659,000,000元增
加約人民幣503,000,000元或8.9%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6,162,000,000元。非流動資產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土地租賃款
項、商譽、煤礦開採權、可供出售投資、遞延稅項資產、應收關連公司款
項以及購買廠房及設備項目預付款項。非流動資產增加乃由於物業、廠房
及設備以及預付款項分別增加約人民幣451,000,000元及人民幣51,000,000
元。增加主要是由於興建四廠及新疆項目。

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1,644,000,000元減少
約人民幣287,000,000元或17.5%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1,357,000,000元。流動資產減少主要是由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約人
民幣420,000,000元。減少被已抵押存款、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預
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存貨分別增加約人民幣65,000,000元、
人民幣12,000,000元、人民幣20,000,000元、人民幣16,000,000元、人民幣
15,000,000元及人民幣7,000,000元所抵銷。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因複
合肥銷售增長而有所增加。預付款項主要因購買生產複合肥的原材料而增
加。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則主要是由於購買興建四廠的設備而產生可
扣減增值稅。

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1,618,000,000元增加
約人民幣313,000,000元或19.4%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1,931,000,000元。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以及應付票據分別增加約人民幣
222,000,000元及人民幣90,000,000元。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增加主要是由
於銀行貸款由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應付票據增加主要由於提
取該等銀行融資，可用作購買材料而向供應商付款的資金以代替現金付
款。應付票據平均期限為90至180天及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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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3,171,000,000元減
少約人民幣144,000,000元或4.5%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3,027,000,000元。這主要由於長期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減少約人民幣
148,000,000元。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減少是由於根據銀行貸款的期限而將
其由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

現金流量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減少約人民幣420,000,000元。
這主要由於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及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分別約人民幣
12,000,000元及人民幣481,000,000元，與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增加約人
民幣73,000,000元相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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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經營的行業於本公佈日期的重大趨勢及競爭條件的評論，以及下一
個報告期間及未來十二個月可能影響本集團的任何已知因素或事件。

本公司預期尿素的售價將因業內產能過剩而維持在較低的水平，而煤炭價
格可能保持穩定。

四廠已投產，本集團的尿素年產能已達到約2,100,000噸。四廠所採用的新
技術將令本集團進一步提高成本效益及加強本集團作為中國行業領跑者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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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a) 本報告財政期間

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期間建議或宣派任
何股息。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比較期間

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期間宣派或支付任
何股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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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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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二零一四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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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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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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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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等已審閱隨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相關

簡明綜合中期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股權及現金流量變動，以及說明資料。 
 
管理層負責按照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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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審閱委聘協定準則第 2410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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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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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第 34 號而編製。 
 
其他事宜 
 
吾等謹請 閣下注意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可比較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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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會計師兼特許會計師 
新加坡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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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Bank N.V.新加坡分行                                     ING Bank N.V.香港分行 
9 Raffles Place                                                                香港中環 
#19-02 Republic Plaza                                                     港景街 1 號 
Singapore 048619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 36 樓 
 
 
 
 
敬啟者： 
 
(A) 聯席財務顧問代表收購方（定義見本函件）建議有條件現金退市要約，以收購中國心連心化肥有

限公司股本中的全部已發行普通股（(I)已由收購方一致行動集團擁有、控制或同意收購者；(II)承
諾股份及(III)承諾債券除外）；及 
 

(B)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股份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上市手冊主板規則

第 1307 及 1309 條自新交所主板上市名單中建議自願除牌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Pioneer Top Holdings Limited（「收購方」）與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中國心連心」）聯合公佈，收購方已向中國心連心董事會提呈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正式

建議，尋求中國心連心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主板規則第 1307 及 1309 條自新交所自願除牌（「除牌」）。 
 
吾等已審查中國心連心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一四

年第一季度業績」），並已就此與中國心連心的管理層進行討論。吾等亦已省覽獨立核數師就中國心連心

及其附屬公司以及聯營公司（「中國心連心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的中期財

務資料發出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的審閱報告。基於上述審查，吾等認為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業

績乃由中國心連心經作出審慎周詳考慮後編製。 
 
就本函件而言，吾等僅倚賴中國心連心提供予吾等及／或與吾等所討論的所有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

並假設該等資料乃屬準確及完整。吾等概不對獨立核實該等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承擔任何責任，亦未

曾對中國心連心的任何資產或負債進行任何獨立評估或評價。除本函件所提供者外，吾等對二零一四年

第一季度業績概不發表任何意見或看法。中國心連心董事會須對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業績自行承擔全部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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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函件僅就遵從新加坡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第 25 條以及香港收購守則第 10.9 條的規定而向中國心連心

董事會提供，除此之外不作任何其他用途。除中國心連心董事會之外，吾等概不就本函件或因其產生或

與之有關的任何事宜向任何人士承擔任何責任。 
 
 
此 致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董事會 台照 
80 Robinson Road #02-00 
Singapore 068898 
 
代表 
ING Bank N.V.新加坡分行 ING Bank N.V.香港分行 
 
 
 
 

Grenville Thynne 劉禮榮 
董事總經理 董事 

謹啟        謹啟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