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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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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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HO-TIANDE GROUP LIMITED
齊合天地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76）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收益較二零一三年同期 3,800,000,000港元減少約 15.8%，至 3,200,000,000

港元。

• 本集團錄得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毛損136,9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錄得毛損98,400,000

港元。

• 期內產生毛損乃由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全球金屬價格長期波動及急劇下跌的不利影響所
致。

• 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896,0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錄得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虧損 748,900,000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主要源自衍生金融工具虧損 616,600,000港元。

• 本集團於中期期間售出超過 297,000噸混合廢金屬，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339,000噸減少約
12.4%。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派付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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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謹代表齊合天地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集團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業績不甚理想，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896,000,000港元。於期
內，本集團錄得銷售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3,800,000,000港元減少至 3,200,000,000港元，減少約
15.8%。於期內，本集團錄得毛損 136,900,000港元，乃由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全球金屬價格長
期波動及急劇下跌的不利影響所致。於期內，商品價格的長期波動及急劇下跌對本集團的毛利率
造成嚴重負面影響。於期內，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896,0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三年
同期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748,9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確認源自衍生金融工具虧
損616,6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626,900,000港元減少約10,300,000

港元。

儘管第一季度出現急劇下跌，而且整個期內全球金屬市場整體波動，但本集團透過其完善的海外
採購網絡繼續維持及平衡其採購量以應付加工所需。本集團在整個期內合共售出旗下三個業務分
部的加工產品超過 297,000噸，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339,000噸減少約 12.4%。

期內，本集團秉承一貫做法，根據自身的加工能力，持續買入混合廢金屬並出售其再生產品，以
減低價格波動對本集團整體表現的短期影響。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為 0.857港元（二零一三年：每股虧損 0.718

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設立香港業務後，本集團的香港業務連同香港合資公司已於香港奠定強大實力，快
速增加本地市場份額。本集團現時處於優越的位置，以於香港成立更多元化的廢金屬及廢電子加
工平台。我們相信，並依然認為，香港設施最終將為本集團的整體表現作出重大貢獻。

至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煙台市開發區投資建立的新加工設施，我們現即將完成開發第一
階段，且新加工設施已於期內分批投入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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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我們仍將繼續致力擴大我們的加工能力，同時改善我們的盈利能力以及股本回報率。
我們將繼續把重點放在現有設施，包括台州、寧波及香港。我們將繼續關注任何潛在商機，尤其
是廢金屬資源供應鏈內之活動。

由於中國政府持續大力支持發展回收行業，我們相信中國的金屬再生行業將繼續發展，並會成為
中國未來金屬資源供應鏈的重要來源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鑒於金屬再生行業對保護環境及保護寶貴天然資源均有重大貢獻，我們將繼續加強重視採購量，
以確保迎合我們的加工需求以及符合我們在中國有關廢料行業的擴展策略。

中期業績

董事會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三
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該業績已由香港執業會計師－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並經審核
委員會審閱，且無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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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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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收益 3 3,204,362 3,825,686
銷售成本  (3,341,297) (3,924,090)
   

毛損  (136,935) (98,404)
其他收入  24,843 18,112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640,516) (541,627)
分銷及銷售開支  (13,245) (11,903)
一般及行政開支  (57,985) (76,856)
財務成本  (80,696) (86,763)
   

除稅前虧損  (904,534) (797,441)
所得稅（開支）抵免 5 (2,180) 24,255
   

期內虧損 6 (906,714) (773,186)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集團呈報貨幣產生的匯總差額  (13,590) 27,377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重新分類至損益  499 –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918 (3,938)
   

  1,417 (3,938)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12,173) 23,439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918,887) (749,747)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896,030) (748,940)
　非控股權益  (10,684) (24,246)
   

  (906,714) (773,186)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08,901) (724,481)
　非控股權益  (9,986) (25,266)
   

  (918,887) (749,747)
   

  港元  港元
每股虧損
　－基本 8 (0.857) (0.718)
   

　－攤薄 8 (0.857) (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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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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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991 331,530
預付租金  424,992 433,069
投資物業  23,049 28,942
可供出售投資  – 14,053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  48,452 40,332
遞延稅項資產  518 5,997
   

  875,002 853,923
   

流動資產
存貨  1,428,480 2,570,27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463,927 744,477
應收票據 10 1,296 6,614
預付租金  10,582 10,642
衍生金融工具  17,175 132,688
可收回稅項  10,276 10,334
已抵押銀行存款  180,944 141,841
保證金  346,000 175,405
銀行結餘及現金  411,178 271,095
   

  2,869,858 4,063,369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12 4,960 –
   

  2,874,818 4,063,36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432,254 407,005
衍生金融工具  144,880 33,303
應付稅項  3,468 2,268
銀行借貸  1,546,624 1,958,680
可換股債券  787,100 –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  5,214 –
認股權證  571 –
   

  2,920,111 2,401,256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45,293) 1,662,11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29,709 2,51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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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478 10,446

股份溢價及儲備 866,193 1,763,91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876,671 1,774,360

非控股權益 (77,657) (67,671)
  

總權益 799,014 1,706,689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 759,406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 – 13,353

認股權證 – 1,331

遞延稅項負債 30,695 35,257
  

 30,695 809,347
  

 829,709 2,51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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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鑑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產生虧損約 906,714,000港
元，及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45,293,000港元，本公司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
團的未來流動資金情況。本公司董事，經考慮下列因素及重續循環借貸融資的過往記錄後，本公司董事預期本
集團將有能力重續循環借貸融資，並認為本集團擁有足夠營運資金以滿足其於未來十二個月的現時需求：

(a) 出售投資物業所得款項 34,560,000 港元，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 12；及

(b)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動用借貸融資約 1,268,000,000港元。

基於上述因素，本公司董事信納，本集團將具備充足財務資源以應付其於可見未來到期之財務責任。因此，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3. 分部資料

業務及可呈報分部的劃分基準與首席營運決策者（「營運總裁」）定期審閱有關本集團業務結構以分配調資及評估
分部表現的內部報告的基準一致。本公司執行董事擔任營運總裁角色，定期審閱關於各種業務活動及各類產品
所得毛利╱毛損的內部報告，評估本集團表現並分配資源。

本集團主要從事金屬再生業務，涉及將混合廢金屬回收分成廢銅、廢鋼、廢鋁、廢鐵及其他廢金屬，亦從事涉
及生產及銷售鋁錠以及銅桿及銅線等鑄造業務與涉及買賣其他未加工之廢金屬及陰極銅等批發業務。業務及可
呈報分部按主要產品劃分為三類業務活動︰

(i) 金屬再生業務（包括銷售廢銅、廢鋼、廢鋁、廢鐵及其他廢金屬）；

(ii) 鑄造業務（包括銷售鋁錠及銅桿及銅線）；及

(iii) 批發業務（包括銷售其他未加工之廢金屬及陰極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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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審閱期間本集團按業務及可呈報分部劃分的分部收益及分部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屬再生業務 鑄造業務 批發業務
   

        其他
     其他  銅桿及 未加工
 廢銅 廢鋼 廢鋁 廢鐵 廢金屬 鋁錠 銅線 廢金屬 陰極銅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2,116,257 382,675 78,175 89,460 24,347 132,781 10,101 255,989 114,577 – 3,204,362

分部間銷售 64,878 18,235 98,509 – 1,675 – – 1,104,595 – (1,287,892) –
           

分部收益總額 2,181,135 400,910 176,684 89,460 26,022 132,781 10,101 1,360,584 114,577 (1,287,892) 3,204,362
           

分部（虧損）溢利 (123,432) (16,343) (10,215) (4,790) (3,321) 6,056 (4,124) 34,323 (11,585) (3,504) (136,935)
          

其他收入           24,843

其他收益及虧損           (640,516)

分銷及銷售開支           (13,245)

一般及行政開支           (57,985)

財務成本           (80,696)
           

除稅前虧損           (904,534)

所得稅開支           (2,180)
           

期內虧損           (90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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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屬再生業務 鑄造業務 批發業務
   

        其他
     其他  銅桿及 未加工
 廢銅 廢鋼 廢鋁 廢鐵 廢金屬 鋁錠 銅線 廢金屬 陰極銅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 1,986,549 468,593 125,434 90,883 33,294 175,828 9,282 507,225 428,598 – 3,825,686

分部間銷售 186,477 16,032 124,474 – 2,498 – – 1,822,554 5,918 (2,157,953) –
           

分部收益總額 2,173,026 484,625 249,908 90,883 35,792 175,828 9,282 2,329,779 434,516 (2,157,953) 3,825,686
           

分部（虧損）溢利 (101,585) (5,352) 4,897 749 (988) 4,603 (10,818) 17,447 (17,919) 10,562 (98,404)
          

其他收入           18,112

其他收益及虧損           (541,627)

分銷及銷售開支           (11,903)

一般及行政開支           (76,856)

財務成本           (86,763)
           

除稅前虧損           (797,441)

所得稅抵免           24,255
           

期內虧損           (773,186)
           

分部（虧損）溢利指各分部產生的（毛損）毛利，未分配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分銷及銷售開支、一般及行
政開支及財務成本。此乃向營運總裁報告以便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措施。

分部間銷售以現行市價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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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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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值變動（虧損）收益：
 －衍生金融工具（附註）
   已變現虧損 (489,108) (314,285) 

   未變現虧損 (127,535) (312,659)

 －可換股債券衍生工具部分 8,139 48,880

 －認股權證 760 4,53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確認減值虧損 (832) (846)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9,280) 51,29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1,033 (25)

於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重新分類至損益 (499)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公平值變動收益 – 34

其他 (3,194) (18,558)
  

 (640,516) (541,627)
  

附註： 該等公平值變動金額乃產生自鋁、銅、鋅、鋼筋及鎳期貨合約、附帶臨時定價安排的銷售合約及外幣遠
期合約。

5. 所得稅開支（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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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
　香港 69 95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620 –

　荷蘭 240 186
  

 929 281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香港 331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 34
  

 1,261 315

遞延稅項開支（抵免） 919 (24,570)
  

 2,180 (2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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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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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341,297 3,924,090

投資物業折舊 933 93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792 16,924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之開支 2,642 6,794

預付租金攤銷 5,302 4,361

利息收入 (3,337) (3,02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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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確認期內分派股息：

已派付二零一二年末期股息－每股 2.12港仙 – 22,143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無）。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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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虧損 896,030 748,940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1,045,383,003 1,043,782,344
  

於當前及過往期間，本公司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認股權證及購股權應佔潛在普通股具有反攤薄影響，因為假
設兌換及行使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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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 30至 90日的信貸期。在獲得管理層批准後，本集團可向信貸紀錄良好的貿易客
戶授出更長的信貸期。

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賬撥備）按發票日期（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近）呈列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0至 30日 34,332 129,659

　31至 60日 23,012 11,486

　61至 90日 12,159 24,300

　91至 180日 21,085 58,580

　超過 180日 31,357 57,702
  

 121,945 281,727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及預付款項 36,004 37,300

　購買原材料之已付按金（附註） 211,513 214,734

　可退回增值稅 86,866 206,762

　其他 7,599 3,954
  

 341,982 462,750
  

 463,927 744,477
  

附註：  包括支付對本公司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股東Sims Metal Management Dragon Holdings Limited（「Sims」）的
25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6,442,000港元）。

10. 應收票據

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近）呈列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1,296 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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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Sims 84,894 78,721

 第三方 79,899 130,820
  

 164,793 209,541
  

其他應付款項︰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3,203 112,068

 待決法律訴訟撥備 51,147 51,638

　應付利息 5,631 5,409

　預收客戶款項 17,480 28,349
  

 267,461 197,464
  

 432,254 407,005
  

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0至 30日 139,428 177,776

　31至 60日 13,427 26,376

　61至 90日 2,029 –

　91至 180日 55 4,391

　超過 180日 9,854 998
  

 164,793 209,541
  

12.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代價 34,560,000港元出售投資物業，扣除
200,000港元交易成本後的出售收益為 29,400,000港元。投資物業已歸類為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並於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單獨呈列。本集團已收取按金 3,456,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分類為其他應付款項。該出售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後完成，有關代價已
於完成後悉數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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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由於二零一四年全球金屬市場繼續存在重大波動，管理層繼續面臨異常挑戰，致使二零一四年上
半年的業績不甚理想。加上全球金屬價格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急劇下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整體業績仍處於虧損狀況。近期發佈的多項世界經濟數據顯示世界經濟
得以改善及偏向溫和穩定。隨著新事件的發生，包括烏克蘭及中東動亂、西方世界與俄羅斯的經
濟禁運，全球金屬市場繼續波動。因此，管理層繼續對本集團之後數月的表現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二零一四年期間，本集團繼續面臨業務環境困難所帶來的挑戰，包括全球金屬市場高度波動及
中國經濟增長預期減緩。期內，本集團的收益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3,800,000,000港元減少至
3,200,000,000港元，減少約 15.8%。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毛損 136,900,000港
元，乃由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全球金屬價格長期波動及急劇下跌的不利影響所致。於期內，商
品價格的長期波動及急劇下跌對本集團的毛利率造成嚴重負面影響。於期內，本集團錄得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虧損 896,0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748,900,000港
元。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確認源自衍生金融工具虧損 616,6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626,900,000港元減少約 10,300,000港元。

隨著若干不可預見情況影響全球廢料供應，本集團繼續面臨廢料採購減少。於期內，混合廢金屬
供應較去年同期減少 20%以上。本集團在整個期內合共售出旗下三個業務分部的加工產品超過
297,000噸，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339,000噸減少約 12.4%。

期內，本集團秉承一貫做法，根據自身的加工能力，持續買入混合廢金屬並出售其再生產品，以
減低價格波動對本集團整體表現的短期影響。

就在中國涉及上海齊合天地再生資源有限公司（「上海合資企業」）的法律訴訟而言，上海合資企業
及上海民營科技實業發展公司（「上海民營科技」）均已就判決向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申請上訴，
有關判決由寶山區人民法院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並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
日的公告中披露。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及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就上訴進行審訊。
於報告期末，有關案件仍在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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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法律訴訟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或財務業績有任何重大不利影響。本公司將於
適當時候知會其股東及投資者法律訴訟之進展。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為 0.857港元（二零一三年：每股虧損 0.718

港元）。

本集團的採購網絡

按中國環境保護部批准的進口總量計算，本集團為將混合廢金屬進口作回收、循環再用及加工用
途之最大進口商。本集團的絕大部分混合廢金屬均來自進口，且於多年來已建立強大的國際採購
網絡，遍及歐洲、北美、大洋洲及亞洲。憑藉其行業經驗，本集團大部份供應商網絡乃自行建立
及發展。本集團憑藉優良的營運手法，與供應商建立了多年良好的業務關係。

企業及業務發展

於二零一二年設立香港業務後，本集團的香港業務連同香港合資公司已於香港奠定強大實力，快
速增加本地市場份額。本集團現時處於優越的位置，以於香港成立更多元化的廢金屬及廢電子加
工平台。我們相信，並依然認為，香港設施最終將為本集團的整體表現作出重大貢獻。

至於在中國煙台市開發區投資建立的新加工設施，我們現即將完成開發第一階段，且新加工設施
已於期內分批投入營運。

展望未來，我們仍將繼續致力擴大我們的加工能力，同時改善我們的盈利能力及股本回報率。我
們將繼續把重點放在現有設施，包括台州、寧波及香港。我們將繼續關注任何潛在商機，尤其是
廢金屬資源供應鏈內之活動。

社會責任

在環保方面，我們繼續把重點放在確保旗下所有加工設施均符合當地及國家的環保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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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浙江省環境保護廳評估程序改變後，我們的台州設施再度通過評估程序，獲列為浙
江省進口廢五金類廢物加工利用定點企業。本集團的生產流程不會耗用大量水電，故產生的廢料
極少。本集團認為，其已採取足夠環境保護措施及監控，以減少生產工序產生的空氣、水、固體
及噪音污染。

前景

由於中國政府持續大力支持發展回收行業，我們相信中國的金屬再生行業將繼續發展，並會成為
中國未來金屬資源供應鏈的重要來源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鑒於金屬再生行業對保護環境及保護寶貴天然資源均有重大貢獻，我們將繼續加強重視採購量，
以確保迎合我們的加工需求以及符合我們在中國有關廢料行業的擴展策略。有鑑於此，及為符合
本公司的擴充策略及當前市況，本集團的目標是每月採購 50,000至 65,000噸混合廢金屬原料，以
應付加工所需。預期上述採購量將會隨著本集團的不斷擴充而相應增加。管理層將繼續利用上述
策略，致力為本公司股東爭取理想回報。

財務回顧

收益

期內收益減少約 600,000,000港元或 15.8%，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3,800,000,000港元減至期內的
3,200,000,000港元。減少主要是由於再生金屬產品及鑄造產品的銷量及平均售價均告下降所致。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減少約 600,000,000港元或 15.4%，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3,900,000,000港元減至期內的
3,300,000,000港元。銷售成本減少與收益減少一致，主要是由於銷量減少及原料平均採購價下降
所致。

毛損及毛損率

毛損約為 136,9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毛損為 98,400,000港元。毛損率由二零一三年同期
的2.6%增加至期內的4.3%。毛損是由於二零一四年第一季度全球金屬價格長期波動及急劇下跌的
不利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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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及銷售開支

分銷及銷售開支增加約 1,300,000港元或 10.9%，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11,900,000港元增至期內的
13,200,000港元，主要由於香港銷售活動增加所致。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減少約18,900,000港元或24.6%，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76,900,000港元減至期內的
58,0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期內並無就上海合資企業及上海民營科技之間的法律糾紛作出額外
撥備，以及員工獎金撥備及購股權開支減少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增加約 6,700,000港元或 37.0%，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18,100,000港元增至期內的
24,8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期內收到政府補貼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期內錄得其他虧損約 640,5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虧損約 541,6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期
內出現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虧損及因人民幣貶值而產生的匯兌虧損。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減少約 6,100,000港元或 7.0%，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86,800,000港元減至期內的
80,7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期內銀行借貸整體減少令利息支出減少所致。

期內虧損

由於上述因素，本公司期內錄得虧損淨額約 906,7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三年同期虧損淨額
773,200,000港元。有關減幅主要由於全球金屬價格長期波動及急劇下跌的不利影響及源自衍生金
融工具虧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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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財務比率

下表載列於所示日期及期間本公司的若干財務比率：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流動資金比率
流動比率 0.98 1.69

速動比率 0.50 0.62

資產負債比率 (%) 62.2 55.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存貨周轉日數 108 129

應收賬周轉日數 11 10

應付賬周轉日數 10 8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流動資產淨值包括現金及多項銀行存款共 900,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00,000,000港元）。銀行借貸總額為 1,500,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港元），主要用於為向海外採購混合廢金屬提供資金。該等借貸主要以美元及人民
幣計值。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 62.2%（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5.3%），
有關增幅主要由於期內存貨水平下降所致，惟部分被銀行借貸減少所抵銷。

應收賬周轉日數和應付賬周轉日數分別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10日和8日增加至期內的11日和10日。

存貨周轉日數由二零一三年同期的 129日減少至期內的 108日。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賬面總值約 424,200,000港元的若干樓宇、土地使用權及銀
行存款（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447,600,000港元），以為銀行借貸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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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收購土地及樓宇的租賃權益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但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計提的資本承擔為 127,6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2,200,000港元）。

於本公告日期，就董事會所知，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風險管理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本集團面對的市場風險包括商品價格風險、外匯風險、利率風險、信貸風險
及流動資金風險等。本集團的風險管理策略旨在減低該等風險對本集團財務表現的不利影響。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成立定價委員會並採納對沖政策（「對沖政策」），旨在加強本集團對商品
價格波動的風險管理，據此，為降低商品價格風險，本公司可不時購買及銷售商品期貨，以鎖定
本集團溢利，維持本集團溢利率以及保護本集團產品的售價。為達致對沖政策的目的而非作投機
用途，本集團參考現行市場狀況於規範市場買賣期貨合約。此外，作為財資管理的一部分，本集
團買入及賣出金屬期貨，以 (i)為其營運提供資金，(ii)按適當成本維持╱增加其存貨，及 (iii)按適
當成本減少其存貨。

根據本集團的外幣對沖策略，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下半年起購入美元遠期合約，主要用於減低美
元與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風險，同時受惠於有利的遠期合約匯率。在遠期合約匯率證實為有利的情
況下，本集團將會繼續依循此對沖策略。

由於現行利率相對較低，故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利率對沖合約或任何其他利率相關衍生金融工
具。然而，本集團繼續密切監察其所面對的相關利率風險，有需要時將會考慮對沖重大利率風險。

信貸風險方面，本集團所有金屬再生產品的銷售交易一直奉行貨到付現的貿易慣例，旨在減低本
集團財務報表中的金融資產賬面值。此外，本集團亦將繼續密切監察鑄造業務的應收賬情況，以
減低潛在減值虧損。

至於流動資金風險方面，本集團將繼續透過利用銀行借貸，在持續獲取資金與保持靈活程度之間
維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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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 555名僱員。此外，本集團透過當地工頭僱用約 3,100名拆
解及選料工人。本集團過去並無經歷任何影響經營的罷工、停工或重大勞資糾紛，在招聘及挽留
合資格僱員方面亦無遇到重大困難。本集團與僱員一直維持良好的關係。

投資者關係

本集團認為，投資者關係對上市公司十分重要。與投資者建立良好的關係，並適時為投資者更新
企業資訊及業務發展，將能提高本集團的透明度及加強企業管治。在董事會的支持下，本公司執
行董事顧李勇先生已獲委派專責處理本集團的所有投資者關係相關事宜。

展望將來，本公司將作出更大努力，讓投資者了解企業及業務發展情況，並向投資者講解本集團
的實力及策略，藉以贏取投資者及整體市場的支持及認同。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
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所述偏離除外：

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責並無根據守則條文A.2.1所要求予以區分。

方安空先生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憑藉於混合廢金屬回收行業的豐富經驗，方先生負責本
集團整體策略性規劃及業務管理。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出任主席兼行政總裁對本集團的業務前景
及管理有利。由具豐富經驗及卓越能力人士組成的高級管理人員及董事會的運作可確保權力得以
平衡。董事會目前由三名執行董事（包括方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因此其組成具有相當強烈的獨立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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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發現若干不完全符合本集團對沖政策之行為。
有鑒於此，董事會已採取補救措施及委託獨立專業人士審閱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系統及企業管治，
並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提呈報告予董事會。

本集團已根據獨立專業人士的建議加強其內部監控機制。有關加強措施包括加強監察機制及進行
更詳細的分析，以改善本集團的風險管理系統。大部分加強措施已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實施，預
期本集團將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處理由獨立專業人士提出的所有建議。

本公司將持續審閱其企業管治常規。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
行為指引。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彼等進行的證券買賣（如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列明的規定準則。

標準守則已擴展至包涵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及有可能擁有本公司內幕消息之有關僱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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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
司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因此，本公司並無建議暫停辦
理股東名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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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chiho-tiande.com)。本公
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全部資料，將於適當時
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刊載於上述網站。

致意

董事會謹此就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努力及奉獻，以及就股東、業務聯繫人士、銀行、律師
及核數師於期內的支持深表謝意。

承董事會命
齊合天地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方安空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方安空、Stephanus Maria van Ooijen、顧李勇
非執行董事： Michael Charles Lion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海林、李錫奎、章敬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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