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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O GROUP LTD.
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編號 198902648H）

截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度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相關公告

第 I部份 季度業績公告所需資料

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謹此
宣佈以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度的未經審核業績。

1. (a)(i)  本集團之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度的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增加╱
 七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減少）
   

 千美元  千美元  %

收益 62,607 32,035 95.4%

銷售成本 (63,055) (30,364) 107.7%
   

毛（虧）╱利 (448) 1,671 NM

其他收入 851 456 86.6%

分銷及銷售成本 (1,896) (2,326) (18.5%)

行政開支 (2,333) (2,334) –

其他經營開支 (147) (135) 8.9%

財務成本 (1,419) (922) 53.9%
   

除稅前虧損 (5,392) (3,590) 50.2%

所得稅 (9) (6) 50.0%
   

期內虧損 (5,401) (3,596) 50.2%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058) (3,524)

 非控制性權益 (343) (72)
  

 (5,401) (3,596)
 

  

NM – 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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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本集團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增加╱
 七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減少）
   

 千美元  千美元  %

期內虧損 (5,401) (3,596) 50.2%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換算本集團海外業務產生的
  匯兌差額，已扣除零稅項 (273) 169 NM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5,674) (3,427) 65.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212) (3,377)

 非控制性權益 (462) (50)
  

 (5,674) (3,427)
  

NM – 無意義

1. (a)(ii) 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附註

 本集團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呈列：
遞延收入攤銷 (77) (1)

土地使用權攤銷 27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7 165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收益）╱虧損 (11) 124

利息支出 1,167 880

利息收入 (294) (13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6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5 (50)

衍生金融工具之變現虧損淨額 10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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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O GROUP LTD.
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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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 財務狀況表（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的比較報表

財務狀況表

 本集團 本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2,331 73,269 – –
土地使用權 6,478 6,133 – –
商譽 4 4 – –
附屬公司投資 – – 79,460 79,460
    

 78,813 79,406 79,460 79,460
    

流動資產
存貨 14,643 16,571 – –
衍生金融工具 9 –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52,483 40,004 44,916 41,271
已抵押之銀行存款 39,993 34,041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940 12,780 166 115
    

 127,068 103,396 45,082 41,386
    

總資產 205,881 182,802 124,542 120,846
    

非流動負債
借貸－無抵押 15,594 – – –
遞延收益 1,218 1,311 – –
    

 16,812 1,311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7,265 71,730 12,696 8,911
遞延收益 308 294 – –
衍生金融工具 35 37 – –
借貸－有抵押 66,210 68,480 – –
應付稅項 8 33 – –
    

 153,826 140,574 12,696 8,911
    

總負債 170,638 141,885 12,696 8,911
    

資產淨值 35,243 40,917 111,846 11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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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本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權益
股本 32,239 32,239 108,740 108,740

（累積虧損）╱保留盈利 (5,248) (191) 505 594

外幣換算儲備 1,104 1,259 – –

法定儲備 33 33 – –

其他儲備 2,680 2,680 2,601 2,6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 30,808 36,020 111,846 111,935

非控制性權益 4,435 4,897 – –
    

總權益 35,243 40,917 111,846 111,935
    

1. (b)(ii)  本集團的借貸及債務證券總額

 本集團 本集團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須於一年或一年內償還的金額 66,210 – 68,480 –

須於一年後償還的金額 15,594 – – –

有關任何抵押品的詳情：

本集團作貿易營運的借貸乃按以下方式作抵押：

－ 將本集團的租賃土地及樓宇合法抵押；

－ 將本集團的按金及現金保證金合法抵押；

－ 抵押相關財務交易的資產（貨物及相關所得款項）;

－ 共同借款人的公司雙互擔保（倘適用）；及

－ 本公司的公司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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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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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作項目貸款及授予其中一間附屬公司作營運資金的借貸乃按以下方式作抵押：

－ 將股東權益合同、契約合同、保險合同及應收賬合同合法抵押；

－ 將租賃土地、在建工程、廠房及設備合法抵押；

－ 一間附屬公司之股份抵押；

－ 浮動按揭；及

－ 本公司的公司擔保。

1. (c)  現金流量表（就本集團而言）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綜合現金流量表

 本集團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除稅前虧損  (5,392) (3,590)

調整：
遞延收益攤銷  (77) (1)

土地使用權攤銷  27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72 165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收益）╱虧損  (11) 124

利息支出  1,167 880

利息收入  (294) (13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6 –

衍生金融工具之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104) 61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4,086) (2,491)

存貨  1,928 5,14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595) (4,35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8,954 8,544

貨幣換算差額  (200) 120
   

經營活動流入現金  4,001 6,962

已付所得稅  (34) (3)

已收利息收入  294 130
   

經營活動流入現金淨額  4,261 7,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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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入  2 1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3,067) (7,604)

購置土地使用權  (382) –

衍生金融工具變現所收╱（已付）的淨現金  104 (40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343) (8,003)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定期存款及現金抵押增加  (5,952) (1,823)

短期借貸（償還）╱收取款項淨額  (2,233) 144

提取銀行貸款  16,844 –

償還銀行貸款  (1,250) (1,635)

已付利息支出  (1,167) (1,10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50%權益所收取
 非控制性權益的款項  – 4,285
   

融資活動（流出）╱流入現金淨額  6,242 (13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7,160 (1,050)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780 9,97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貨幣換算調整  – (75)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940 8,84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
現金及銀行存款  59,933 19,848

減：定期存款及受限制現金  (39,993) (11,001)
   

  19,940 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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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加坡註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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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  發行人及本集團的報表，顯示 (i)權益的全部變動或 (ii)除因資本化發行及向股東
分派而產生者外的權益變動，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比較報表

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
   保留盈利╱ 外幣   擁有人應 非控
  股本 （累積虧損） 換算儲備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佔總權益 制性權益 總權益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本集團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一日的結餘  32,239 14,307 1,036 33 2,601 50,216 1,542 51,758

不致失去控制權之附屬公司
 所有權權益變動  – 208 – – – 208 4,077 4,285

期內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3,524) 147 – – (3,377) (50) (3,427)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32,239 10,991 1,183 33 2,601 47,047 5,569 52,616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一日的結餘  32,239 (191) 1,259 33 2,680 36,020 4,897 40,917

期內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5,057) (155) – – (5,212) (462) (5,674)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32,239 (5,248) 1,104 33 2,680 30,808 4,435 3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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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 保留盈利 其他儲備 總權益
本公司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一日的結餘 108,740 2,480 2,601 113,82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97) – (97)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108,740 2,383 2,601 113,724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一日的結餘 108,740 594 2,601 111,93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89) – (89)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108,740 505 2,601 111,846
    

1. (d)(ii)  自上一報告期間結束以來，有關本公司股本因供股、發行紅股、股份回購、行
使購股權或認股權證、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發行股份，以換取現金或作
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而引致的任何變動詳情。另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
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因轉換全部尚未兌換的可換股證
券而可予發行的股份數目，以及作為庫存股份持有的股份數目（如有）與已發行
股份總數（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的對比

自上一報告期間結束以來，本公司的股本概無變動。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的已發行及已繳足股份為 170,804,269股附投票權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未兌換的可換股證券。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庫存股份及尚未行使
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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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ii)  顯示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緊接上一年度結束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
股份）

 本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 170,804,269 170,804,269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概無任何庫存股份。

1. (d)(iv)  顯示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銷售、轉讓、出售、註銷及╱或動用庫存股份
的報表

不適用。

2.  該等數據是否已經審核或審閱，以及是否依循審核準則或慣例

該等數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3.  如該等數據已經審核或審閱，核數師報告（包括任何保留意見或重點事項）

不適用。

4.  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是否與發行人最近期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本集團已於本財政期間的財務報表中採納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最近經審
核財務報表相同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惟採納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
政期間適用於本集團的新訂╱經修訂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準則」）及財務報告準則詮
釋（「財務報告準則詮釋」）除外。

採納新訂╱經修訂財務報告準則及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對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5.  如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任何變動（包括會計準則所規定者），請說明變動的內容及原因
以及影響

請參閱上文第 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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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財政年度同期的每股普通股虧損，已扣除優先股股
息的任何撥備：

 本集團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以美仙計） （以美仙計）

每股普通股虧損：
(a) 按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及 (2.96) (2.06)

(b) 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 (2.96) (2.06)

詳情：
股東應佔虧損
 （以千美元呈列） (5,058) (3,524)

 股份數目
 （以千股呈列）
 

 截至以下日期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70,804 170,804

7. 按照於以下期間結束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發行人的庫存股份）為基準計算，每股
普通股的資產淨值（就發行人及本集團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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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以美仙計） （以美仙計） （以美仙計） （以美仙計）

根據發行人的已發行股本計算的
 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20.6 24.0 65.5 65.5

於期末已發行股份數目（千股） 170,804 170,804 170,804 17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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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集團的表現回顧，以有助合理瞭解本集團業務所需者為限。回顧必須包括以下討論：

(a) 影響本集團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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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性或週期性因素；及

(b) 影響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的現金流量、營運資本、資產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

表現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本集團錄
得收益約 62,600,000美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二零一四年財
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32,000,000美元增加約 95.4%。

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貿易業務業績受到市況波動影響，來自貿易分部的收
益由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21,50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第
一季度約 42,400,000美元，分別佔本集團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及二零一五
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總收益約 67.2%和 67.8%。儘管經營環境充滿挑戰，本集團欣悉
在江蘇的鍍錫鋼片製造業務和天津的鍍錫鋼片加工業務初見成果。來自鍍錫鋼片製
造業務及鍍錫鋼片加工業務錄得的收益分別佔本集團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
的總收益約 24.2%及 8.0%。

就區域收益貢獻而言，北亞市場是本集團主要關注的市場，於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貢獻收益約54,200,000美元，而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30,100,000

美元，分別佔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及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總收
益約 86.5%及 93.8%。東南亞市場錄得的收益由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1,40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3,400,000美元。東南亞市場分
別佔本集團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及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總收益約
4.3%及5.4%。其他地區於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貢獻收益約5,100,000美元，
而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為 603,000美元，分別佔本集團二零一五年財政年
度第一季度及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總收益約 8.1%及 1.9%。

毛（虧）╱利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之毛虧約 448,000美元，而二零一四年財政年
度第一季度則錄得毛利約 1,700,000美元，毛虧乃因於報告期內江蘇鍍錫鋼片製造廠
產生的試產製造成本（「試產製造成本」）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後不得資本化及被
分類為支出所致，而部分試產製造成本被本公司其他附屬公司貢獻的毛利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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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456,000美元增加約 86.6%至二零一五年
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851,000美元，是因為收取政府補助所致。

分銷及銷售成本

本集團分銷及銷售成本由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2,300,000美元減少約
400,000美元至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1,900,000美元。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
團貿易業務的貿易條款變更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保持穩定，於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及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
度均為約 2,300,000美元。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約 922,000美元上漲至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
第一季度約 1,400,000美元，此差額主要是由於江蘇鍍錫鋼片製造業務的營運資金借
貸增加所致。

其他經營開支

本報告期間產生的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不交收遠期合約已變現淨虧損約 104,000美
元，而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第一季度錄得為管理國際貿易價格波動風險而訂立的不交
收遠期合約公平值收益約 11,000美元。

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回顧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由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約 73,300,000美元減少約 938,000美元至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約 72,3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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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本集團存貨由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約 16,600,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四年七月
三十一日約 14,600,000美元，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就貿易業務、鍍錫鋼片
製造業務及鍍錫鋼片加工業務所持存貨分別佔總存貨約 18.2%、46.7%及 35.1%，於
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就貿易業務、鍍錫鋼片製造業務及鍍錫鋼片加工業務所持
存貨分別佔總存貨約 5.7%、50.9%及 43.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由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約 40,00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約 52,500,000美元。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及應
收票據和其他應收款項分別佔應收款項總額約 37.3%（約 19,600,000美元）及 62.7%

（約 32,900,000美元），而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佔應收款項總額約 36.5%（約
14,600,000美元）及 63.5%（約 25,400,000美元）。

貿易和其他應收款項於本報告期間增加主要由於貿易業務應收票據增加及鍍錫鋼片
加工業務的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約 71,70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約 87,300,000美元。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分別佔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一日應付款項總額約 75.4%（約 65,800,000美元）及 24.6%（約 21,500,000美
元），而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佔應付款項總額約 80.6%（約 57,800,000美元）及
19.4%（約 13,900,000美元）。貿易及應付票據增加主要由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鍍錫鋼片加工業務錄得貿易應付款項金額有所增加，約為 5,700,000美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借貸由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約 68,50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四年七月
三十一日約 81,800,000美元。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
日，有關鍍錫鋼片製造業務和鍍錫鋼片加工業務的借貸分別錄得約 46,800,000美元
及 48,800,000美元，即分別佔本集團借貸總額約 57.2%和 71.2%。非流動負債項下
的借貸指來自一名策略夥伴的進出口信貸融資，以作本集團營運資金所需。於二零
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用作長期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的借貸總額分別約 24,000,000

美元及 42,200,000美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總額由二零一四年
四月三十日約12,800,000美元增加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約19,900,000美元，分
別佔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約31.2%

及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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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過往曾已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展望聲明，與實際業績比較是否有任何差異

不適用。

10. 於公告日期就本集團所經營行業的重大趨勢及競爭條件，及任何可能影響本集團在下一
個報告期間及未來 12個月的已知因素或事件的評論

本集團相信，鋼鐵產品及鐵礦石價格將於短期內維持於較低位及區間上落的走勢。商品
成本下降大幅緩解我們採購方面的壓力，並將為本集團的鐵礦石及鋼鐵產品貿易業務提
供有利條件。為應對歐洲及東南亞市場的興起，本集團將分配更多資源及集中抓住歐洲
及東南亞市場的商機。未來數月，我們將繼續發展出口業務及開發潛在客戶，擴展我們
的地域範圍。本集團將力圖進入飲料、食品及消費性包裝產品的新高端包裝市場，以便
帶來新的盈利增長動力。

11. 股息

(a) 於本報告財政期間

本報告財政期間是否有任何已宣派股息？

沒有。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有否宣派任何股息？

沒有。

(c) 支付日期

不適用。

(d) 截止過戶日期

不適用。

12. 如無宣佈或建議派發任何股息，須就此作出說明

董事概無就截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度宣佈派發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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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倘本集團已就利害關係人交易向股東取得一般性授權，該等交易的總值須符合新加坡證
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 920(1)(a)(ii)條的規定。倘並無取得利害關係人交易的授
權，則發出有關聲明

本公司概無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 920條自股東獲得任何一般性授
權。

14. 按照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 705(5)條作出的否定確認

本公司執行董事余永強先生及周建華先生謹代表董事會確認，據彼等深知，董事會並不
知悉任何事宜會導致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第一季度未經審核的財務報表有任何
重大錯誤及誤導的事項。

承董事會命

執行主席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余永強 周建華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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