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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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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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NYI SOLAR HOLDINGS LIMITED
信義光能控股有限公司

（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68）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994.4 859.8 +15.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00.3 80.2 +149.7%

每股盈利－基本 3.51港仙 2.29港仙 +53.3%

每股中期股息 1.6港仙 －

最新業務發展

‧ 兩條光伏原片玻璃新生產線（每條生產線的日熔化能力為 900噸）分別將於二零
一四年第三及第四季度投入商業運行。第一條生產線的窰爐截至本公佈日期已
開始試運行。

‧ 除安徽 250兆瓦太陽能發電場項目及福建 100兆瓦太陽能發電場項目外，本集
團正參與四個位於中國中部及東部地區估計發電量合共為 450兆瓦的地面太陽
能發電場項目。本公司已與相關地方政府訂立合作協議。實施有關太陽能發電
場項目須獲授配額及取得相關政府部門的進一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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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信義光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

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益 3 994,367 859,781

銷售成本 6 (659,194) (637,493)
  

毛利 335,173 222,288

其他收入 4 25,561 5,864

其他虧損淨額 5 (9,171) (421)

銷售及營銷開支 6 (43,686) (64,754)

行政開支 6 (70,794) (67,979)
  

經營溢利 237,083 94,998

財務收入 7 2,869 866

財務成本 7 (580) －
  

除所得稅前溢利 239,372 95,864

所得稅開支 8 (39,106) (15,65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00,266 80,213
  

中期股息 9 91,200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仙呈列）

 －基本及攤薄 10 3.51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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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內溢利 200,266 80,213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外幣折算差額 (47,751) 20,65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52,515 10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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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835,460 1,367,987

土地使用權 11 182,176 188,888

物業、廠房及設備與土地使用權的
 預付款項 193,830 54,17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44 1,244
  

非流動資產總額 2,212,710 1,612,295
  

流動資產
存貨 212,019 91,031

應收票據 12 101,237 205,866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530,816 498,6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02,107 279,122
  

流動資產總額 1,246,179 1,074,700
  

總資產 3,458,889 2,686,995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
 及儲備
股本及股份溢價 14

－股息 91,200 102,600

－其他 1,615,005 1,706,205
  

1,706,205 1,808,805

其他儲備 51,087 98,838

保留盈利 603,058 402,792
  

總權益 2,360,350 2,31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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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5 400,000 －

遞延政府補貼 10,000 －

遞延所得稅負債 14,719 9,619
  

非流動負債總額 424,719 9,61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應計費用及

 其他應付款項 13 559,581 350,158

應付股息 102,600 －

當期所得稅負債 11,639 16,783
  

流動負債總額 673,820 366,941
  

總負債 1,098,539 376,560
  

總權益及負債 3,458,889 2,686,995
  

流動資產淨額 572,359 707,75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85,069 2,3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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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結餘 570,000 1,238,805 98,838 402,792 2,310,435
     

全面收益

期內溢利 － － － 200,266 200,266

其他全面收益

外匯折算差額 － － (47,751) － (47,75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70,000 1,238,805 (47,751) 603,058 152,515
     

與擁有人的交易

二零一三年度股息 － (102,600) － － (102,6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570,000 1,136,205 51,087 603,058 2,36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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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結餘 － 899,850 20,886 144,382 1,065,118
     

全面收益

期內溢利 － － － 80,213 80,213

其他全面收益

外幣折算差額 － － 20,650 － 20,65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20,650 80,213 100,863
     

與擁有人的交易

發行股份 257,401 214,114 － － 471,515

僱員購股權計劃：

 －於最終控股公司

   再次收費時解除

   購股權儲備 － － (2,195) － (2,195)

 －僱員服務的價值 － － 3,506 － 3,506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257,401 1,113,964 42,847 224,595 1,63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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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349,807 364,06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25,192) (90,924)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400,000 (286,92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24,615 (13,78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9,122 54,176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1,630) 554
  

於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02,107 4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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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信義光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主要透過位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的綜合生產工業園從事生產及銷售太陽能玻璃產品。此外，本集團亦正在中國發展

太陽能發電場業務。

除非另有指明，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千港元為單位編製。該等財務報表已

獲董事會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條「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一併閱讀。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二零一三年年度財務報表所述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中期所得稅乃採用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的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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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下列新訂準則及詮釋須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強制採納。採納該等準則

的修訂本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法的延續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投資實體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修訂本） 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1號 徵稅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並無任何於本中期首次生效而預期將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的其他經修訂準則或詮釋。

本集團尚未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及詮釋。

3 分部資料

管理層已根據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所審閱用以作出策略決定的報告來劃分經營分部。

執行董事從產品類型的角度來考慮業務。整體而言，執行董事會獨立考慮本集團旗下各產品類

型的業務表現。因此，本集團旗下各產品類型的業績屬於獨立經營分部。

在該等經營分部中，經營分部乃按照所銷售的產品而匯集為兩大分部：(1)超白光伏原片玻璃及

(2)超白光伏加工玻璃。

執行董事根據毛利評估經營分部的業績。由於有關資料並無經由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不會把

其他營運費用分配至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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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之間並無銷售。向執行董事匯報的來自外部人士的收益，乃按照與綜合收益表一致的方式

計量。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分部資料如下：

超白光伏

原片玻璃

超白光伏

加工玻璃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140,909 853,458 994,367

銷售成本 (112,511) (546,683) (659,194)
   

毛利 28,398 306,775 335,173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審核分部資料如下：

超白光伏

原片玻璃

超白光伏

加工玻璃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267,054 592,727 859,781

銷售成本 (233,266) (404,227) (637,493)
   

毛利 33,788 188,500 22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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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毛利與除所得稅前溢利的對賬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毛利 335,173 222,288

未分配：

 其他收入 25,561 5,864

 其他虧損淨額 (9,171) (421)

 銷售及營銷開支 (43,686) (64,754)

 行政開支 (70,794) (67,979)

 財務收入 2,869 866

 財務成本 (580) －
  

除所得稅前溢利 239,372 95,864

  

由於沒有獨立財務資料，故並無呈列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中國及國外的客戶，而本集團的業務活動主要在中國進行。本集團按客

戶地區劃分的銷售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 808,129 701,521

其他國家 186,238 158,260
  

994,367 859,781

  

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全部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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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租金收入 581 －

政府補助金（附註 (a)） 23,487 4,641

其他 1,493 1,223
  

25,561 5,864

  

附註：

(a) 政府補助金主要指從中國政府收到的資助本集團一般經營及若干稅項付款的補貼。

5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外匯虧損淨額 (9,141) (42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30) －
  

(9,171)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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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及營銷開支及行政開支的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費用 44,428 49,565

土地使用權攤銷費用 1,202 1,19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57,855 59,248

已售存貨成本 522,112 496,207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付款 2,746 4,297

有關分拆的專業開支 – 1,150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撥回 (292) (711)

其他銷售開支（包括運輸及廣告成本） 34,091 54,401

研發開支 37,215 36,418

其他開支 74,317 68,455
  

773,674 770,226

  

7 財務收入及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財務成本

 銀行借款利息 467 －

 其他 113 －
  

580 －
  

財務收入主要包括來自短期銀行存款及貼現票據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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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附註 (b)） 677 358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附註 (c)） 33,329 15,479

遞延所得稅

 －產生暫時差額 5,100 (186)
  

所得稅開支 39,106 15,651

  

附註：

(a)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 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法例 3，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因此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

(b)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二零一三年：16.5%）的稅率作出撥備。

(c) 在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在期內須根據有關稅務條例及規例計算，就其估計應課稅溢利撥備

企業所得稅。

在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信義光伏產業（安徽）控股有限公司在期內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率為

15%（二零一三年：15%），因其享有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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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每股 1.8港仙（二零一二年：零） 102,600 －

建議中期股息每股 1.6港仙（二零一三年：零） 91,200 －
  

193,800 －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決定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 1.6港仙。二零一四年建議中期股息的數目乃根據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已發行股份計算。

此中期股息不會於本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的應付股息中反映，但將於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的股份溢價賬中扣減。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00,266 80,213

已發行股份經調整加權平均數（千股）* 5,700,000,000 3,500,360,918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3.51 2.29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相同，原因如下：

1)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發行在外普通股；及

2)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假設轉換所有具潛在攤薄影響的發行在外普通股具

反攤薄影響。

*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已計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

日本集團自信義玻璃控股有限公司（「信義玻璃」）分拆前的貸款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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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本開支

土地使用權

物業、廠房

及設備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期初賬面淨值（經審核） 188,888 1,367,987

添置 － 550,761

出售 － (43)

攤銷╱折舊 (2,002) (45,721)

匯兌差額 (4,710) (37,52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期末賬面淨值（未經審核） 182,176 1,835,460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期初賬面淨值（經審核） 188,146 1,654,825

添置 － 90,983

出售 － (310,573)

攤銷╱折舊 (1,994) (45,965)

匯兌差額 2,360 18,239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期末賬面淨值（經審核） 188,512 1,407,509

  



– 18 –

12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364,871 413,929

應收票據 101,237 205,866
  

466,108 619,795

減：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 － (123)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 466,108 619,672

存貨預付款 65,291 34,299

預付款－其他 536 1,085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5,704 49,491

其他應收稅項 24,414 －
  

632,053 704,547

  

本集團向其客戶授出的信用期一般介乎 30至 90日。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 90日 301,471 394,875

91日至 180日 60,154 18,003

180日以上 3,246 1,051
  

364,871 413,929

  

應收票據的到期日在六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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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 128,424 104,734

應付票據 199,775 44,109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328,199 148,84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31,382 201,315
  

559,581 350,158

  

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 90日 118,249 100,953

91日至 180日 7,917 1,402

180日以上 2,258 2,379
  

128,424 104,734

  

應付票據的到期日在六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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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及股份溢價

每股

面值 0.1港元

普通股股數 的普通股 股份溢價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80,000,000,000 8,000,000 － 8,000,000

    

已發行：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200 20 899,850,000 899,850,020

發行股份（附註 (a)） 5,699,999,800 569,999,980 338,955,020 908,955,00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700,000,000 570,000,000 1,238,805,020 1,808,805,020

減：二零一三年度股息 － － (102,600,000) (102,600,0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5,700,000,000 570,000,000 1,136,205,020 1,706,205,020

    

附註：

(a)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本公司分別配發及發行 2,574,013,096

股及 3,125,986,704股每股面值 0.1港元的股份，以將本集團結欠其當時直接控股公司信義

玻璃（香港）有限公司分別為數 471,515,000港元及 437,440,000港元的若干關聯公司結餘資

本化。

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乃由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採納並將自

該計劃採納日期起十年期間保持有效。根據該計劃現時獲准授出的未獲行使的購股權的最高數

目為 570,0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本的 10%。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在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市前，購股權由當時最終控股公司信義玻璃根據其

於二零零五年採納的購股權計劃授予本集團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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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銀行借款

銀行借款為無抵押並按以下方式償還：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至兩年 277,143 －

兩至五年 122,857 －
  

400,000 －
  

16 承擔

(a)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不可撤銷經營租約項下的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超過一年 5,457 5,597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6,367 9,328
  

11,824 1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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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就有租期土地及樓宇於不可撤銷經營租約項下的未來最低租賃收款總額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超過一年 1,155 1,185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1,348 1,974
  

2,503 3,159

  

(b)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尚未產生的資本開支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授權但未訂約 1,085,289 －

 －已訂約但未撥備 4,417,353 118,587
  

5,502,642 11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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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聯方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關係

關聯方名稱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信義節能玻璃（蕪湖）有限公司

 （「信義節能玻璃（蕪湖）」） 附註 (i) 同系附屬公司

信義玻璃（天津）有限公司

 （「信義玻璃（天津）」） 附註 (i) 同系附屬公司

信義汽車玻璃（深圳）有限公司

 （「信義汽車玻璃（深圳）」） 附註 (i) 同系附屬公司

信義汽車部件（蕪湖）有限公司

 （「信義汽車部件（蕪湖）」） 附註 (i) 同系附屬公司

信義電子玻璃（蕪湖）有限公司

 （「信義電子玻璃（蕪湖）」） 附註 (i) 同系附屬公司

信義汽車部件（天津）有限公司

 （「信義汽車部件（天津）」） 附註 (i) 同系附屬公司

信義超薄玻璃（東莞）有限公司

 （「信義超薄玻璃（東莞）」） 附註 (i) 同系附屬公司

信義超白光伏玻璃（東莞）有限公司

 （「信義超白玻璃（東莞）」） 附註 (i) 同系附屬公司

信義玻璃（營口）有限公司 附註 (i) 同系附屬公司

日本信義硝子株式會社 附註 (i) 同系附屬公司

東源縣新華麗石英砂有限公司（「東源新華麗」） 無關聯 關聯公司

天津武清區信科天然氣投資有限公司（「天津信科」） 無關聯 關聯公司

附註：

(i) 受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力的公司控制的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應收╱付關聯方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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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的重大關聯方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支付予下列公司的租金支出：

 －信義節能玻璃（蕪湖） i 576 1,563

 －信義玻璃（天津） i 2,165 2,734
  

2,741 4,297

  

自下列公司收取的租金收入：

 －信義節能玻璃（蕪湖） i 581 －
  

向下列公司採購玻璃產品：

 －信義節能玻璃（蕪湖） ii 184 －

 －信義汽車部件（蕪湖） 392 －

 －信義電子玻璃（蕪湖） 3 －

 －信義玻璃（天津） － 29
  

579 29

  

支付予下列公司的諮詢費：

 －日本信義硝子株式會社 ii 37 248

  

向下列公司採購機器：

 －信義超白玻璃（東莞） ii 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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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向下列公司採購原材料：

 －東源新華麗 iii 不適用 12,997

 －信義汽車玻璃（深圳） － 347

 －信義節能玻璃（蕪湖） － 8,088

 －信義汽車部件（蕪湖） － 257

 －信義玻璃（天津） － 374
  

－ 22,063

  

向下列公司採購天然氣：

 －天津信科 iii 不適用 43,860

  

向下列公司銷售原材料：

 －信義汽車玻璃（深圳） － 161

 －信義汽車部件（蕪湖） － 317

 －信義玻璃（天津） － 349

 －信義節能玻璃（蕪湖） － 15,081

 －信義電子玻璃（蕪湖） － 131

 －信義汽車部件（天津） － 2

 －信義玻璃（營口）有限公司 － 6
  

－ 16,047

  

向下列公司出售土地使用權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

 －信義節能玻璃（蕪湖） － 179,357

  

向下列公司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其他資產及負債：

 －信義超薄玻璃（東莞） － 136,081

  

附註：

(i) 該等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所定義的持續關連交易。交易的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上市文件的「持續關連交易」一節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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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1條（或 14A.76條（自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起生效）），該等交易為於

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所訂立的符合最低豁免水平的交易，因此獲豁免遵守所有

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iii)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本集團從信義玻璃分拆後，本集團成為信義玻璃的聯營公

司。由於東源新華麗及天津信科為信義玻璃的聯營公司，故彼等此後均不被視為本集團的

關聯公司。彼等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及交易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定義的關連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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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受惠於亞洲光伏（「光伏」）市場的快速發展及美國市場的穩定增長，儘管上半年為每

年的傳統淡季及中國分佈式太陽能發電項目的安裝量增長低於預期，但本集團仍於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錄得滿意業績。於該六個月期間，太陽能玻璃產品的價格與二零

一三年年底的價格基本持平，但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已有明顯上漲。由於平均售價

上漲，加上成本效益不斷改善及產品組合優化，本集團的整體盈利能力較去年同期

大幅改善。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收益 994,400,000港元，較二

零一三年同期增加 15.7%。股東應佔溢利亦增加 149.7%至 200,300,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上半年，每股基本盈利為 3.51港仙，而二零一三年同期為 2.29港仙。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增加╱（減少）

百萬港元

佔收益

百分比 百萬港元

佔收益

百分比 百萬港元 百分比

超白光伏原片玻璃

 （「光伏原片玻璃」） 149.9 14.2 267.1 31.1 (126.2) (47.2)

超白光伏加工玻璃

 （「光伏加工玻璃」） 853.5 85.8 592.7 68.9 260.8 44.0
      

總計 994.4 100.0 859.8 100.0 134.6 15.7
      



– 28 –

為趕上年終政策獎勵期限，受中國光伏安裝搶裝潮的推動，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光

伏市場達到頂峰。進入二零一四年，儘管受中國的傳統季節性影響（冬季的安裝量

降低）導致需求疲弱，但其後出現穩定上升，加上日本、北美及亞洲其他新興市場

的需求旺盛，成為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太陽能玻璃市場的主要推動力。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收益 994,400,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增加 15.7%。期內，太陽能玻璃出貨量小幅下降，乃由於光伏原片玻璃的銷

量減少。收益增長主要受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產品的平均售價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有

所上漲及產品組合轉變為高價產品光伏加工玻璃所帶動。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 222,300,000港元增加 112,900,000港元或

50.8%至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 335,200,000港元。整體毛利率升至 33.7%（二零一三

年：25.9%），主要是由於平均售價上漲及成本效益提升以及產品組合變化所致。

為降低生產成本不斷攀升（主要是能源及若干原材料）的影響，本集團實行了嚴格的

成本控制及生產技術改進措施，以降低能耗成本及提高產出率。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光伏原片玻璃及光伏加工玻璃分別佔本集

團總收益的 14.2%（二零一三年：31.1%）及 85.8%（二零一三年：68.9%）。由於光伏

加工玻璃要求的售價及利潤率高於光伏原片玻璃，轉變產品組合亦會提高本集團的

整體毛利率。

其他收入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收入較去年同期的其他收入

5,900,000港元增加 19,700,000港元至 25,6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期內本集團收到

額外的政府補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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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虧損淨額

其他虧損淨額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400,000港元增加 8,800,000

港元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9,2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期內人民

幣（「人民幣」）兌港元（「港元」）貶值產生匯兌差額所致。

銷售及營銷開支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營銷開支為 43,700,000港

元，而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 64,800,000港元，佔本集團於相關期

間收益的 4.4%及 7.5%。減少主要是由於運輸成本下降：(i)市場組合變化（亞洲國家

佔收入總額的百分比上升及西方國家佔收入總額的百分比下降）；(ii)本集團蕪湖與

天津廠房之間的內部貨物運輸量下降。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68,000,000港元增加

2,800,000港元或 4.1%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70,800,000港元，

主要是由於研發開支增加及業務活動增加令若干土地使用稅及營業稅上升所致。行

政開支佔收益的比例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7.9%降至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7.1%。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5,700,000港元增至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9,100,000港元，與除所得稅前溢利增加一

致。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實際稅率分別為 16.3%及

16.3%。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初，信義光伏產業（安徽）控股有限公司（一家位於中國的

全資附屬公司）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可於二零一四年起的三個年度享受 15%的

優惠企業所得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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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及純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EBITDA（除利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盈利）為 285,6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46,600,000港元增加 94.8%。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

EBITDA利潤率（根據營業額計算）為 28.7%，而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為 17.1%。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純利為 200,300,000港

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80,200,000港元增加 149.7%。純利率

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9.3%升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 20.1%，主要是由於：(i)太陽能玻璃產品的價格於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反彈後

相對穩定，令太陽能行業的經營環境有所改善；及 (ii)本集團的生產及經營效率不

斷改善所致。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仍保持

強勁。期內，總資產增加 28.7%至 3,458,900,000港元，而股東權益增加 2.2%至

2,360,4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 1.8，而於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2.9。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包括本集團經營

活動所得現金及銀行提供的信貸融資。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淨額為 349,800,000港

元（二零一三年：364,100,000港元）。減少主要是由於太陽能玻璃需求於二零一三年

年底搶裝潮過後有所回落令存貨增加所致。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 625,200,000港

元（二零一三年：90,900,000港元）。增加主要是由於太陽能發電場項目及太陽能玻

璃新生產線的資本開支所致。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為 400,000,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所用現金淨額 286,900,000港元），為期內本集團提取的新銀行借款。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

因此，淨資產負債比率（按本集團借款總額減現金及銀行結餘再除以總權益計算）並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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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增長動力轉移至亞太地區

繼二零一三年第四季度太陽能光伏搶裝潮後，二零一四年前幾個月太陽能模組及太

陽能玻璃在中國的需求因季節性原因而相對疲弱。於第二季度，太陽能玻璃出貨量

開始增加。由於中國進入關鍵建設階段的太陽能發電場增加，預期下半年需求繼續

增加。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亦出現需求增長。因此，儘管於上半年有若干新增產能

出現，但太陽能玻璃的價格仍相對穩定。

政府對太陽能光伏安裝的獎勵不斷下降，導致一些歐洲國家的需求減少。於二零

一四年上半年，本集團出口至歐洲國家的銷售僅佔其總收益不足 1%。目前，增長

主要來自亞洲國家，尤其是日本及中國。二零一三年，按新安裝光伏產能計，中國

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場，日本位居第二。為應對高增長市場的轉變，本集團已

調整營銷策略及力度，以挖掘這兩個市場的巨大增長潛力。

產品提升及產品組合優化

為進一步提高產品質量及吸引力，本集團繼續與客戶合作，提高太陽能透射率及降

低太陽能玻璃缺陷率。此外，本集團亦十分重視產品開發及新產品應用，此方面的

例子有在太陽能模組中使用雙層玻璃（使用較薄的太陽能玻璃作為前板及半鋼化玻

璃作為後板），有助於提高透射效率、耐用性及對太陽能模組的保護。

延續去年的趨勢，本集團的產品組合從光伏原片玻璃轉變為光伏加工玻璃，以防反

射塗層為特色的光伏加工玻璃產品所佔比例有所增加。展望未來，由於光伏加工玻

璃要求的售價及利潤率高於光伏原片玻璃，本集團計劃增加光伏加工玻璃的生產及

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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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擴充及效率提升

即使處於行業整合及經濟下滑的困難時期，前年全球光伏市場仍出現可觀增長。由

於太陽能能源是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之一，董事預期未來幾年將有巨大潛力大幅增

長，尤其是在一些新興市場。

因應光伏產業的快速發展及為進一步提升規模效益，本集團已加快建設位於中國安

徽省蕪湖市的兩條光伏原片玻璃生產線（每條生產線的日熔化能力為 900噸）。本集

團計劃在二零一四年年底前將日熔化能力由目前的 2,000噸提高至 3,800噸。第一條

新生產線的窰爐截至本公佈日期已開始試運行。第二條生產線的商業生產預計將於

二零一四年第四季度開始。

除擴充產能外，本集團亦採取措施提升其生產工序，以提高利用率及產品合格率及

降低能耗及其他生產成本。

建設太陽能發電場作為新增長動力

憑藉建設 35兆瓦（「兆瓦」）屋頂太陽能發電系統的經驗，本集團積極開發下游太陽能

發電場業務，包括地面太陽能發電場及分佈式太陽能發電系統。

就地面太陽能發電場而言，在安徽省 250兆瓦設施（150兆瓦建在六安市及 100兆瓦

建在蕪湖市）的建設進度已較原計劃快。位於六安（150兆瓦）及蕪湖（100兆瓦）的項

目預計分別於二零一四年第三及第四季度完成。位於福建省南平市的 100兆瓦項目

的準備工作亦已開始，安裝目標是二零一四年 30兆瓦及二零一五年 70兆瓦。這兩

個項目所產生的電力將售予國家電網。本集團可將太陽能發電場對外出售或自留以

產生經常性電力收入。

就分佈式光伏發電而言，本集團正計劃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分別在蕪湖廠房及天津

廠房安裝 13.1兆瓦及 10兆瓦的屋頂太陽能電池板系統。由此等電池板系統產生的電

力擬作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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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前景及最新發展

於二零一三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場（按光伏模組安裝量計）後，中國繼續推廣使

用太陽能。隨著更多獎勵及更全面的扶持政策出台，預計下半年光伏行業將強勁發

展。全球而言，儘管歐洲的太陽能安裝量有所下降，但亞洲、美洲、澳洲及非洲均

出現顯著增長。據NPD Solarbuzz推算，二零一四年全球光伏模組安裝量將達約 45

至 55吉瓦（「吉瓦」），較二零一三年的 36.7吉瓦模組裝機量增加 23%至 50%。

由於光伏技術的迅猛發展及光伏在電力行業的競爭力與日俱增，董事會對未來幾年

光伏市場的前景保持樂觀。安裝成本不斷下降及發電效率不斷提高，使太陽能發電

場的投資成本大幅下降及投資回報提升。因此，許多國家過去不具經濟可行性的太

陽能項目現已變得更具吸引力，即使政府減少支持亦能運營。光伏的競爭力增加將

令本集團業務兩方面受惠，即太陽能發電場產生更好的投資回報及太陽能玻璃產品

的需求增加。

就太陽能玻璃市場而言，若干光伏原片玻璃新增產能已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進入市

場。然而，預計未來一至兩年內新增產能不會大幅增加。過去幾年欠缺競爭力的生

產商被行業整合及淘汰後，供需情況已大幅改善。因此，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太陽能

玻璃產品的平均售價一直相對穩定，且該趨勢預計將延續至下半年。

本集團將致力尋求其他類似投資機會，以擴大其在價值鏈中的下游業務。除安徽

250兆瓦太陽能發電場項目及福建 100兆瓦太陽能發電場項目外，本集團正參與四

個位於中國中部及東部地區估計發電量合共為 450兆瓦的地面太陽能發電場項目。

就此而言，本集團就有關太陽能發電場項目與相關地方政府訂立合作協議，協議僅

載列有關太陽能發電場項目的總體安排。實施有關太陽能發電場項目須獲授配額及

取得相關政府部門的進一步批准。本集團將與有關地方政府進一步商討，以全面實

施有關太陽能發電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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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支出及承擔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資本支出 638,100,000港元，主要

與建設太陽能發電場和新太陽能玻璃生產線有關。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承擔為 5,502,600,000港元，主要與開發太陽

能發電場項目有關。

資本承擔金額包括本集團主要就本集團計劃承接的太陽能發電場項目可能產生的合

約及估計金額。該等太陽能發電場項目須獲中國相關政府部門批准。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作為銀行借款擔保。

財資政策及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及美元（「美元」）計值及結算。鑒

於港元與美元維持聯繫匯率制度，董事預期本集團不會就以港元或美元進行的交易

承受重大匯率風險。然而，人民幣與港元或美元之間的匯率波動或會影響本集團的

業績及資產價值。本集團未曾因匯兌波動而遇到任何重大困難及流動資金問題。本

集團可能會在適當時候使用金融工具進行對沖。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約 1,750名全職僱員，當中大部分駐守中

國。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為數約

57,900,000港元。

本集團與僱員保持良好的工作關係，並在需要時為僱員提供培訓，以讓僱員了解產

品開發及生產工序的最新信息。本集團僱員所享有的酬金福利與現行市場水平一

致，並會定期作出檢討。本集團考慮其業績及個別僱員表現後向經選定僱員提供酌

情花紅。



– 35 –

本集團已按照適用法律及法規，為本集團駐於中國大陸的僱員參加由中國政府主管

機構管理的相關界定供款退休金計劃。本集團亦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

港法例第 485章）所載的強制性公積金規定，為本集團所有香港僱員妥為實行一切安

排。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了購股權計劃（「該計

劃」）且將自該計劃採納日期起為期十年有效。根據該計劃，目前獲准授出的未行使

購股權的最高數目為 570,0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

股本的 10%。有關該計劃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發

出的通函。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購股權。

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董事會已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股份 1.6港

仙（二零一三年：零）以支付予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二）營業結束時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股東」）。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八日（星

期一）或之前支付。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八日（星期五）至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星

期二）（包括首尾兩日）之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於該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

過戶登記。為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四

年八月七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抵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

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

1716室辦理登記。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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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適

用守則條文。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1)條披露董事的資料

自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刊發以來，本公司獨立執行

董事鄭國乾先生的履歷詳情已出現一項變動。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鄭先

生被委任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建溢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638）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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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特別查詢，而所有

董事亦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尚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的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閱。



– 37 –

刊載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及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所規定所有相關資料的本公司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代表董事會

信義光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賢義（榮譽勳章）

香港，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董清世先生、李友情先生、李文演先生及陳曦先生；兩名

非執行董事李賢義先生（榮譽勳章）（董事會主席）及李聖潑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國乾先

生、盧溫勝先生及簡亦霆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