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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一化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除另外有註明外，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收入 690,232 767,456 (10.1)%

毛利 231,346 201,011 15.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124,098 104,465 18.8%

每股收益

 基本（人民幣） 0.15 0.13 18.8%

 稀釋（人民幣） 0.15 0.13 18.8%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收益 232,786 202,345 15.0%

選定財務比率

毛利率 (%) 33.5% 26.2% 27.9%

純利率 (%) 18.0% 13.6% 32.1%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收益率 (%) 33.7% 26.4% 27.9%

計息銀行借款總額對權益總額比率 (%) 32.0% 21.0% 52.4%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權益總額 1,960,879 1,860,090 5.4%

每股資產淨值（人民幣） 2.44 2.32 5.4%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3 一化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的收入約為人民幣690.2百萬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收入約人民

幣767.5百萬元減少約10.1%，毛利則較二零一三年同期增加15.1%至約人民幣231.3百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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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人民幣

124.1百萬元及每股基本收益約為人民幣0.15元，較同期分別增加約18.8%及約18.8%。

業務回顧

自二零一三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國務院陸續發佈《關於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的意見》、

《城鎮排水與污水處理條例》以來，中國政府在污水處理及水資源再生利用領域的投資和

執法力度不斷加大，本公司的環保型漂白消毒產品大量應用於城鎮和工業污水處理，用

戶需求呈現快速增長態勢。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環保型漂白消毒化學品的銷售收入為人民幣330.7百萬元，同比二零

一三年上半年的銷售收入人民幣301.6百萬元增長9.7%，環保型漂白消毒化學品的收入

佔比由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39.3%增加至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47.9%。二零一四年上半

年其他化學品的銷售收入為人民幣359.5百萬元，同比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銷售收入人民

幣465.9百萬元下降22.8%，其他化學品的收入佔比由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60.7%下降

至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52.1%。

二零一四年六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福建省（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司與屏南縣人民政府

訂立《屏南精細化工園區建設項目合作框架協議書》，擬合作新建屏南精細化工園區的地

點位於屏南縣工業集中區，合作建設面積約為1,000畝。此新建精細化工園區的框架協議

一旦落實，本集團將利用當地豐富水電資源，應用綠色化工技術，擴大生產具有高附加

值的環保型水處理產品，包括氯酸鈉、食品級和電子級雙氧水等系列產品，並做好產業

鏈的延伸，進一步拓展下游的其他產品及水處理相關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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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二零一四年六月本公司與成都華西希望集團有限公司訂立收購四川岷江雪鹽化有限公司

70%股權的框架協議，預計收購工作將於年底之前完成。一旦完成收購，四川岷江雪鹽

化有限公司將成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這將極大提升本集團在氯酸鈉環保型漂白消毒

化學品行業的市場份額和區域佈局，繼而鞏固本集團水處理環保化學品供應商的行業龍

頭地位。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公司透過與中國科學院海西研究院共建的「綠色化工技術研發中心」，

以及與國內高等科研院所進行合作，繼續加大科技投入，研發水處理相關的最新技術。

二零一四年下半年公司有望在建設水處理技術服務平台上邁出更為堅實步伐，通過合作

研發、引進技術和合作，開拓水處理技術服務業務。

未來展望
展望二零一四年，世界經濟形勢將溫和復蘇，但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我國經

濟持續處於調整期，短期內較難形成新的上升趨勢，周期性、階段性調整尚未到位。一

些結構性矛盾和潛在風險進一步凸顯，同時也存在著政策效應釋放、改革深入推進等有

利因素。

目前中國政府正在制定「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將投入人民幣2萬億元支持水污染治理。

預計從現在至二零二零年，將投資人民幣4萬億元興建各類水利基礎設施。我們相信國家

政策導向和大規模資金投入必將為國家治理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可

持續發展指明方向。新政策亦將為本集團提供難得的發展機遇。

二零一四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通過兼並收購鞏固水處理環保化學品供應商的龍頭地位。

依托國家十二五規劃以及加大環保綜合治理投入的國家政策，本集團堅信憑藉自身技術

優勢和行業領導地位，將實現盈利增長，給股東帶來良好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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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

收入
回顧期間內收入約為人民幣690.2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767.5百萬元減少約人民

幣77.2百萬元或10.1%，主要由於發泡劑期內銷售額減少。

下表載列於回顧期間內按產品組別劃分的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金額

佔收入

百分比 金額

佔收入

百分比

收入（人民幣千元）

漂白消毒化學品 330,710 47.9% 301,595 39.3%

其他化學品 359,522 52.1% 465,861 60.7%
     

總計 690,232 100.0% 767,456 100.0%
     

漂白消毒化學品

此分部主要包括氯酸鈉及雙氧水，即本集團銷售額最高的其中兩種產品。氯酸鈉及雙氧

水分別為本公司下遊客戶於無元素氯技術（「ECF」）與全無氯技術（「TCF」）紙漿漂白工藝中

使用的主要化學品。

於回顧期間內，漂白消毒化學品的收入總額為人民幣330.7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9.7%或人民幣29.1百萬元，主要由於氯酸鈉及雙氧水銷量因市況有所改善而增加。

其他化學品

此分部主要包括基本型及超細型發泡劑、氯酸鉀、高氯酸鈉、高氯酸鉀、燒鹼、聯二脲

及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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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於回顧期間內，其他化學品的收入總額為人民幣359.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2.8%

或人民幣106.3百萬元，主要由於本公司升級生產設施後外包生產減少及自產產品銷量增

加。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所用原材料及存貨變動、電費及其他水電費、不動產、工廠及設備折

舊、僱員福利開支、運輸及有關支出、維修及保養、主要經營業務的稅項及徵費、辦公

及應酬開支、差旅費用及其他開支。所用原材料及存貨變動（包括從第三方購買的發泡劑）

佔本公司銷售成本比例最大，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分別佔總

銷售成本的53.6%及63.3%。

回顧期間內銷售成本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566.4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107.5百萬元或

18.9%至人民幣458.9百萬元，主要由於發泡劑銷量減少。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成本分別佔收入的66.5%及73.8%，反映成本控制有效。

毛利與毛利率
回顧期間內毛利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201.0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30.3百萬元或15.1%至

人民幣231.3百萬元。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6.2%增至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3.5%，主要由於 (i)環保型漂白消毒產品的平均

售價因市場環境有所改善而上升；(ii)產品結構調整致使毛利率較高的產品銷售快速增長；

及 (iii)本公司擁有成套關鍵工藝技術並具備生產穩定可靠及節能效果好的優勢，產品指標

優於其他本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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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下表載列於回顧期間內按產品組別劃分的概約毛利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毛利率 (%)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漂白消毒化學品 36.7% 30.5% 20.3%

其他化學品 30.6% 23.4% 30.8%
    

整體 33.5% 26.2% 27.9%
    

漂白消毒化學品

漂白消毒化學品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0.5%增至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6.7%，主要由於氯酸鈉與雙氧水的平均售價因市況而上

升所致。

其他化學品

其他化學品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3.4%增至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0.6%，主要由於本公司升級生產設施及增加使用自產原材料

（如燒鹼及聯二脲）提高了發泡劑的毛利率所致。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主要包括產品運輸及有關支出、銷售稅（如城市維護建設稅及教育附

加費）以及其他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包括差旅費用）。本集團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由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9.1百萬元增加4.3%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9.9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擴大銷售導致銷售費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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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主要包括不動產、工廠及設備折舊、僱員福利開支以及辦公及應酬開支。本集

團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1.2百萬元減少0.3%至截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1.1百萬元，主要由於成本控制有效。

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主要包括出售原材料所得利潤及政府補貼。本集團其他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9百萬元減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

幣1.3百萬元，主要由於政府補貼減少。

其他虧損淨額
其他虧損淨額主要包括出售不動產、工廠及設備所得虧損或收益淨額。本集團其他虧損

淨額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9百萬元減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0.2百萬元，主要由於不再錄得上一財政期間因衍生金融工具

而產生的公允價值虧損。

財務收益
財務收益主要指自銀行存款賺取的利息及外滙收益。本集團財務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0.9百萬元減少91.1%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1.9百萬元，主要由於不再錄得二零一三年因外幣借款而產生的外匯收益。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主要包括銀行借款利息開支、應收票據折現利息及其他財務費用，扣除不動產、

工廠及設備的資本化利息及外匯收益。本集團財務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人民幣17.2百萬元減少5.7%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6.2百萬元，主要由於期內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的資本化利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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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按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本集團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5.9百萬元增加20.1%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3.2百萬元。實際稅率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25.6%升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5.8%，涉及對毋須課稅或不可扣除

所得稅的收入及開支項目進行調整。

本期利潤
基於上述因素，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

民幣104.5百萬元增加18.8%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4.1百萬

元。

流動資金與資本資源

財務狀況及銀行借款
本集團過往主要以運營所得現金、銀行借款及透過股東進行股本融資應付現金需求。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約為人民幣1,031.2百萬元（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784.2百萬元），大部份以人民幣計值。於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約為人民幣622.3百萬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91.1百萬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2.39（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7）。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均有淨現金結餘。本集團擁有充足及隨時可用的財務資源用作一般運營資金及

可預見的資本開支。

運營資金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總存貨約為人民幣161.7百萬元，而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則為約人民幣159.9百萬元。增長主要由於用作生產雙氧水的在產品（即工作液）增加。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均存貨周轉日數為62日（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5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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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總應收賬款約為人民幣202.7百萬元，而於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則為約人民幣338.2百萬元。減幅與期內銷售減少一致。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平均應收賬款周轉日數為56日（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0

日）。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總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約為人民幣199.7百萬元，而於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則為約人民幣302.9百萬元。減少主要由於本公司付款時減少使用付款

日為90日的信用證及銀行擔保票據。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均應付賬

款及應付票據周轉日數為87日（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6日）。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時，按發售

價每股2.7港元發行200,000,000股新股份（不包括因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而發行的新股份），

並籌得估計所得款項淨額扣除經紀費及本公司應付的其他費用及開支後約443.4百萬港

元（折合約人民幣361.2百萬元）。本集團運用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的方式，與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招股章程中「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者一致。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款項淨額已作以下用途：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

（百萬港元）

所得款項用途 可供動用 已動用 尚未動用

用於提升及擴展現有生產設施 288.2 288.2 –

用於併購 110.9 – 110.9

用作一般運營資金 44.3 44.3 –
    

總計 443.4 332.5 110.9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已由本公司存放於香港或中國持牌

銀行作為短期銀行存款或定期存款。



11 一化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零（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6百萬元），主要與建設額外生產線及提升現有生產設施所購置設備有關。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向集團以外任何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擔保。本集

團並無涉及任何現有重大法律訴訟，本集團亦不知悉涉及本集團的任何待裁決或潛在重

大法律訴訟。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用1,237名全職僱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僱員福利開支約為人民幣36.1百萬元。本集團之僱員福利包括房屋補貼、

輪班補貼、花紅、津貼、身體檢查、員工宿舍、社保供款及住房基金供款。本公司之薪

酬委員會每年或在有需要時檢討該等薪酬待遇。同時身為本公司僱員之執行董事以袍金、

薪金、花紅及其他津貼形式收取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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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一化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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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7 72,921 73,803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8 1,119,019 1,165,438
無形資產 3,908 4,105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9 – –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71 1,425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2,233 –

    

1,199,152 1,244,771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61,747 156,001
應收賬款以及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項 11 211,757 239,904
受限制現金 213,362 112,6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31,236 784,153

    

1,618,102 1,292,675
    

總資產 2,817,254 2,537,446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權益
股本 65,346 65,346
儲備 756,791 780,100
留存收益 1,138,742 1,014,644

    

總權益 1,960,879 1,860,09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2 164,391 68,078
遞延收入 13,256 14,006
遞延所得稅負債 898 743

    

178,545 82,82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3 199,706 246,135
衍生金融工具 – –
當期所得稅負債 20,214 25,397
借款 12 457,910 322,997

    

677,830 594,529
    

總負債 856,375 677,356
    

總權益及負債 2,817,254 2,537,446
    

流動資產淨額 940,272 698,14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39,424 1,942,917
    



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13 一化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6 690,232 767,456

銷售成本 6,14 (458,886) (566,445)
    

毛利 231,346 201,011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14 (19,869) (19,053)

行政費用 14 (31,161) (31,240)

其他收益 1,335 1,880

其他虧損  — 淨額 (24) (12,910)
    

181,627 139,688

經營利潤

財務收益 15 1,864 20,885

財務費用 16 (16,218) (17,196)

財務（費用）╱收益 — 淨額 (14,354) 3,689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的虧損 9 – (2,973)
    

除所得稅前利潤 167,273 140,404

所得稅開支 17 (43,175) (35,939)
    

本期利潤及總綜合收益 124,098 104,465
    

歸屬於：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24,098 104,465
— 非控制權益 – –

    

124,098 104,46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收益（人民幣）
— 基本 18 0.15 0.13

    

— 稀釋 18 0.15 0.13
    

股息 19 24,856 24,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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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一化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公積金
以股份支付
薪酬儲備 保留盈利 總權益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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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的結餘 65,346 317,328 330,392 126,765 2,548 789,743 1,632,122

期內利潤 – – – – – 104,465 104,465

以股份支付薪酬 20 – – – – 1,173 – 1,173

股息分派 19 – – (24,692) – – – (24,692)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的結餘 65,346 317,328 305,700 126,765 3,721 894,208 1,713,068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的結餘 65,346 317,328 305,700 152,121 4,951 1,014,644 1,860,090

期內利潤 – – – – – 124,098 124,098

以股份支付薪酬 20 – – – – 1,547 – 1,547

股息分派 19 – – (24,856) – – – (24,856)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的結餘 65,346 317,328 280,844 152,121 6,498 1,138,742 1,960,879
         



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15 一化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淨現金 166,189 131,244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買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13,680) (188,765)

貸款和應付票據的受限制現金儲備 (109,300) (33,300)
   

投資活動所用淨現金 (122,980) (222,065)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借款所得款 362,484 191,795

償還借款 (132,438) (179,894)

購買非控制性權益 (1,404) –

支付首次公開發售費用 – (1,517)

已付股息 (24,856) (24,692)
   

融資活動所用淨現金 203,786 (14,30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增加 246,995 (105,129)

期初現金、現金等價物 784,153 778,55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損失 88 (135)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31,236 67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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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一化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1. 一般數據

一化控股（中國）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從事漂白消毒化學品、發泡劑及其他特種化學品的製造及銷售。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3

號法例，經合併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

址為P.O.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千元列報（除非另有說明）。本簡明合併中期財

務資料已經由董事會在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批准刊發。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標準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

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按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年度財務資料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會計政策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致，在這一

會計期間沒有修訂或者詮釋的準則對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有重大影響。

中期所得稅費用使用稅率適用於預計年度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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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3. 會計政策（續）

如下一些新準則以及修訂已頒布但並對從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沒

有生效且沒有更早的被適用：

於以下會計期間起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僱員福利 2014年7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 2014年7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企業合併 2014年7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8號修訂 分部報告 2014年7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13號修訂 公允價值計量 2014年7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 不動產、廠場和設備 2014年7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修訂 關聯方披露 2014年7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 準備、或有負債和或有資產 2014年7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 無形資產 2014年7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2014年7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 投資性房地產 2014年7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和列報 2015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 2016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 合營安排 2016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 不動產、廠場和設備 2016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 無形資產 2016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2017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018年1月1日

沒有其他尚未生效的修訂準則或解釋而預期會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

4. 會計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對影響應用會計政策和所報告資產和負債以及收支

的數額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或會與此等估計不同。

在編製此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時，除了釐定所得稅準備所需估計的變動和特殊

項目的披露外，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和估計不確定性的關

鍵來源，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所應用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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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5. 財務風險管理

5.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業務承受各種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貨幣風險，公允價值利率風

險，現金流利率風險和價格風險），信用風險和流動風險。

簡明中期合併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之所有財務風險管理數

據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一

並閱讀。

自年底以來風險管理部或風險管理政策並無任何變動。

5.2 流動性風險
與年底比較，金融負債的合約未貼現現金流出並無重大變動。

5.3 公允價值估計
本集團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受限制現金及應收賬款）以及金融

負債（包括應付帳款及短期借款）於短期內到期，故賬面值與公允價值相若。

有效期不足一年的金融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減任何估計減值調整後，假設與

其公允價值相若。

用作披露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透過按本集團自同類金融工具可獲得的當期市

場利率貼現未來合約現金流量而估計得出。

6.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化工產品業務。本集團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執行董事）呈列

三個主要運營所在地的獨立個別財務資料，以便其就表現評估及資源分配目的審閱

內部報告。由於漂白消毒化學品、發泡劑及其他特種化學品的毛利及客戶等各有不

同，故本集團業務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被視為三個可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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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6. 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大部份產品售予中國客戶。本集團客戶眾多，遍佈中國及海外，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總收

益10%以上。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以及成本、總資產及總負債乃按與本集團合併財務資料一致的

方式計量。

董事會透過計量毛利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提供予董事會有

關可呈報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漂白消毒
化學品 發泡劑

其他特種
化學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330,710 229,950 129,572 690,232

分部間收益 – – – –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330,710 229,950 129,572 690,232
     

毛利 121,370 58,677 51,299 231,346
     

未分配

減值及攤銷 49,295

財務收入 1,864

財務費用 (16,218)

所得稅開支 (43,175)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總資產 2,817,254
 

總負債 85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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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6.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漂白消毒

化學品 發泡劑

其他特種

化學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301,595 335,660 130,201 767,456

分部間收益 – – – –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301,595 335,660 130,201 767,456
     

毛利 91,845 64,923 44,243 201,011
     

未分配

減值及攤銷 44,745

財務收入 20,885

財務費用 (17,196)

所得稅開支 (35,939)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總資產 2,537,446
 

總負債 677,356
 

並無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有關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的資料。

按地區劃分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乃以客戶所在地區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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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6. 分部資料（續）

收益乃根據客戶所在國家分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中國內地 596,826 651,090

 海外 93,406 116,366
   

690,232 767,456
   

7. 土地使用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初賬面淨值 73,803 75,567

攤銷（附註14） (882) (882)
   

期末賬面淨值 72,921 74,685
   

本集團的土地使用權權益指預付經營租賃款項。本集團所有的土地使用權均位於中

國，租期介乎50至70年。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淨值為人民幣37,363,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34,798,000元）的土地使用權作為銀行借款抵押（附註12）。

土地使用權攤銷已計入合併綜合收益表的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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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8.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初賬面價值 1,165,438 1,064,238

增加 1,821 192,424

出售 (24) (591)

折舊開支（附註14） (48,216) (43,666)
   

期末賬面價值 1,119,019 1,212,405
   

(a) 折舊開支按以下方式自合併綜合收益表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成本 44,531 40,054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54 53

行政費用 3,631 3,559
   

48,216 43,666
   

(b)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總帳面值為人民幣273,24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54,509,000元）的若干樓宇抵押作銀行借款的擔保（附

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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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9. 聯營投資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賬面價值 –

新增投資(a) –

享有聯營虧損的份額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價值 –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賬面價值 –

新增投資(a) 2,973

享有聯營虧損的份額 (2,973)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價值 –
  

(a)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二日，本公司收購四川岷江雪鹽化工有限公司（「岷江

雪」）30%股權，收購價款為人民幣零元。自此，岷江雪成為本公司的聯營公

司。岷江雪於收購日的具體情況詳見下表：

聯營公司
收購日之
公允價值

本集團
應佔權益

本集團應佔
聯營公司
收購日之
公允價值 支付對價 負商譽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910 30% 2,973 – 2,973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岷江雪虧損人民幣1,217,000元。由

於岷江雪歸屬於本公司的虧損份額超過本公司對其的投資額，公司終止確認

超額損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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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0. 存貨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27,933 18,600
半成品 119,872 126,119
產成品 13,942 11,282

   

161,747 156,001
減：存貨撇減撥備 – –

   

161,747 156,001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為開支並計入銷售成本的存貨成本分別

為人民幣246,075,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58,412,000元）。

11. 應收賬款以及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項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a) 202,659 229,253

 應收第三方款項 203,458 230,052
 減：應收款減值撥備 (799) (799)

預付款 6,398 10,000

 向關聯方購貨的預付款 4,180 2,000
 向第三方購貨的預付款 1,702 2,000
 增值稅輸入抵免 516 6,000

其他應收款 2,700 651
   

211,757 23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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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1. 應收賬款以及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項（續）
應收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a) 本集團客戶眾多，遍佈中國及東南亞。國內外客戶未償付結餘的信貸期均介

乎30至90天。應收賬款並無信貸集中風險。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201,835 228,409

四至六個月 17 45

七至十二個月 8 –

一年以上 1,598 1,598
   

203,458 230,052
   

12. 借款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即期
有抵押銀行借款 164,391 68,078

   

即期
長期有抵押銀行借款的即期部分 47,060 47,845

短期有抵押銀行借款 410,850 275,152
   

457,910 322,997
   

借款總額 622,301 391,075
   



26一化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2. 借款（續）
借款變動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初餘額 391,075 418,107

增加 363,664 191,795

償還借款 (132,438) (179,894)

匯兌損失 1,180 –
   

期末餘額 622,301 430,008
   

(a) 本集團的借款抵押情況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集團資產

 — 樓宇及土地使用權 

   （附註8(b)，附註7） 71,000 30,000

 — 受限制資金 159,887 57,873
   

230,887 87,873
   

(b) 本集團的借款擔保情況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由下列各方提供保證

 — 本集團子公司 391,414 30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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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2. 借款（續）
(c) 借款到期日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457,910 322,997

一至兩年 61,528 48,108

兩至五年 102,863 19,970
   

622,301 391,075
   

(d) 未使用的授信額度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使用的授信額度 660,744 742,724
   

(e)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借款利息開支為人民幣13,368,000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1,912,000元）（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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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a)

 應付第三方款項 39,687 51,047

應付票據(b)

 應付關聯方票據 – 1,500

 應付第三方票據 130,381 126,160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c)

 應付第三方款項 29,638 67,428
   

199,706 246,135
   

(a) 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詳情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39,672 51,032

四至六個月 – 15

七至十二個月 15 –
   

39,687 51,047
   

(b)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應付票據的全部結餘以受限制現金人民幣

41,962,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157,000元）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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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續）
(c)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詳情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運費 7,465 8,846

應付薪金及福利 6,714 8,625

稅項 6,679 11,651

應付利息 2,600 –

按金 2,511 2,511

水電費 1,147 23,397

購買不動產、工廠及設備應付款項 783 10,409

核數師薪酬 600 1,275

維修及保養應付款項 159 –

客戶墊款 4 3

其他 976 711
   

29,638 6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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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14. 按性質分類的費用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及行政費用指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使用的原材料及存貨變動 246,075 358,412

電費及其他水電費 140,151 142,993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折舊 48,216 43,666

僱員福利開支 36,117 34,725

運輸及有關支出 15,333 15,907

主要經營業務的稅項及徵費 5,653 3,459

維修及保養 4,872 3,005

辦公及應酬開支 3,093 3,674

財產保險費 1,143 1,322

土地使用權攤銷 882 882

無形資產攤銷 197 197

經營租賃開支 739 752

核數師薪酬 600 600

差旅費用 604 715

研發費用 375 913

其他開支 5,866 5,516
   

509,916 616,738
   

15. 財務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益 1,864 1,713

匯兌收益 – 19,172
   

1,864 2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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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開支：

 — 銀行借款 13,368 11,912

 — 應付票據的貼現利息 1,228 5,603

 — 其他支出 1,140 1,865
   

15,736 19,380

匯兌虧損 482 –

減：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的資本化利息 – (2,184)
   

16,218 17,19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資本化金額的加權平均實際利率 – 7.16%
   

17. 所得稅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a) 42,666 39,017

 — 香港利得稅(b) – 222

遞延所得稅 509 (3,300)
   

43,175 3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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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所得稅費用（續）
(a) 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法定財務報告所呈列盈利按法定稅率25%計提撥備，

並就毋須繳納所得稅的收入或不可扣除所得稅的開支項目作出調整。

(b)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來源於香港之估計

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作出撥備。

18. 每股收益
(a) 基本

每股基本收益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利潤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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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人民幣千元） 124,098 104,46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802,191 802,191
   

每股基本收益（人民幣元） 0.15 0.13
   

(b) 稀釋
每股稀釋收益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假設在所有潛在稀釋普通股

已轉換的情況下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後計算。本公司計算每股稀

釋收益時已計及本公司所授出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的股份平均市價低於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

行使價，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並未納入每股稀釋收益計算內。每股稀釋收

益等同於每股基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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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息 24,856 24,692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派付，合共

人民幣24,856,000元（二零一三年：人民幣24,692,000元）。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

無）。

20. 以股份為基礎之酬金
(a)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二日，本集團董事會已批准採納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根據首次公開

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三位執行董事，兩位高級管理層成員及三位獨立非執行

董事獲授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可認購最多達16,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將分三期在上市日期的首三個周年各年內歸屬，且僅

會由各歸屬日期直至上市日期第三個周年期間可予行使。相關受讓人在被授

予股權日起的首三個周年內，可分別行使所認購股權的30%、60%及

1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16,000,000份已授出的購股權尚未歸屬及行使（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000,000元）。該等歸屬後行權價為每股2.70

港元的購股權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八日屆滿。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的公允價值於購股權的歸屬期間於合併綜合收益表扣

除。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扣除的

購股權開支總額為人民幣1,547,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1,17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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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以股份為基礎之酬金（續）
(b)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二日，本集團董事會已批准採納

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本公司董事會根據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人士就

彼等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及其為促進本集團利益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予以激

勵。購股權計劃需待多項條件（包括股份開始於聯交所買賣）達致後始可落實。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任何購股權。

21. 承諾
(a) 資本承諾

財務報表中並無撥備的本集團資本承諾如下：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授權並訂約但未準備

 —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 4,559
   

(b) 經營租賃承諾
本集團承諾根據不可撤銷的經營租約支付下列日後最低租賃款項：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以內 1,391 378

一至兩年 1,391 1,512

兩年至五年 6,841 –
   

9,623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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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22. 關聯方交易
若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在作出財務及經營決策時對另一方發揮重

大影響力，即視為關聯人士。倘若所涉各方受共同控制，則亦視為相互關聯。

(a) 與關聯方的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聯營 – 10,007
   

(b) 購買貨品產生的年末結餘

於

二零一四年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關聯方款項

 — 聯營（附註11） 4,180 2,000

應付關聯方款項

 — 聯營（附註14）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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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22. 關聯方交易（續）
(c) 關鍵管理人員薪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工資及花紅 2,048 1,960

退休金計劃供款 96 87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開支 1,547 1,173
   

3,691 3,220
   

關鍵管理人員包括執行董事及若干在作出財務及經營決策時發揮重要作用的

行政人員。

23. 報告期後事項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後無重大報告期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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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及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的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的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被視為取得的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

登記於該條規定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標準守則規定須知本公

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附註

林強華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419,949,888 52.35% (1)

林維華 實益擁有人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4,000,000

419,949,888

0.49%

52.35%

(2)

(2)

陳洪 實益擁有人 4,000,000 0.49% (3)

繆妃 實益擁有人 4,000,000 0.49% (3)

陳曉 實益擁有人 800,000 0.09% (3)

寇會忠 實益擁有人 400,000 0.04% (3)

李君發 實益擁有人 400,000 0.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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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II) 於相聯法團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與本公司關係 權益性質

所持相聯法團

股份數目

佔相聯法團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林強華 China First

 Chemical Ltd.

本公司之控股公司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43,492,810 62.14%

林維華 China First

 Chemical Ltd.

本公司之控股公司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26,498,838 37.86%

附註：

(1) 林強華先生透過Yihua Crown Limited間接擁有本公司權益，而Yihua Crown Limited則透過China First 

Chemical Ltd.間接擁有本公司權益。

(2) 林維華先生透過Yihua Fortune Limited間接擁有本公司419,949,888股股份權益，而Yihua Fortune 

Limited透過China First Chemical Ltd.間接擁有本公司權益。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予其購

股權，林先生亦被視為於4,000,000股本公司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該等購股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

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於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標

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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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的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第2及3分部的條文

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或以上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林強華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419,949,888 52.35%(1)

林維華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419,949,888 52.35%(2)

實益擁有人 4,000,000 0.49%
Yihua Crown Limited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419,949,888 52.35%(1)

Yihua Fortune Limited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419,949,888 52.35%(2)

China First Chemical Ltd 實益擁有人 419,949,888 52.35%

China Renaissance Capital
 Investment II GP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180,050,112 22.44%(3)

China Renaissance Capital
 Investment II, L.P.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180,050,112 22.44%(4)

China Harvest Fund II, L.P.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180,050,112 22.44%(5)

Trophy Group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80,050,112 22.44%

附註：

(1) 林強華先生透過Yihua Crown Limited間接擁有本公司權益，而Yihua Crown Limited則透過China First 

Chemical Ltd.間接擁有本公司權益。

(2) 林維華先生透過Yihua Fortune Limited間接擁有本公司權益，而Yihua Fortune Limited透過China First Chemical 

Ltd間接擁有本公司權益。

(3) 根據合夥協議，China Renaissance Capital Investment II GP為China Renaissance Capital Investment II, L.P.的普

通合夥人。

(4) China Renaissance Capital Investment II, L.P.為China Harvest Fund II, L.P.的普通合夥人。

(5) China Harvest Fund II, L.P.為Trophy Group Limited的唯一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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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並非本公司

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2及3分部應作出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該條

文規定本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董事會

認為，截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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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

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

財務資料的分析、本集團所採納會計政策及慣例，以及本集團的內部監控職能。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二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主

要條款及條件的概要載於招股章程附錄六「購股權計劃」一節。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本公司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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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網址

www.cfc2121.com

公司秘書

袁頴欣女士FCIS, FCS

授權代表

林維華先生

繆妃女士

替任授權代表

袁頴欣女士

審核委員會

陳曉博士（主席）

李君發先生

寇會忠博士

薪酬委員會

寇會忠博士（主席）

陳曉博士

繆妃女士

提名委員會

李君發先生（主席）

寇會忠博士

林維華先生

董事會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林強華先生

執行董事：
陳洪先生

繆妃女士

林維華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曉博士

寇會忠博士

李君發先生

註冊辦事處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中國總部

中國福建省

福州市

五一中路88號

平安大廈19A

香港營業地點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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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續）

主要來往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閩都支行

中國

福建省

福州

古田路108號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屏南支行

中國

福建省

寧德市屏南縣

城關文化路88號

東方明珠大廈1及2樓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平分行

中國

福建省

南平市

濱江中路459號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Maples Fund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P.O. Box 1093,

Boundary Hall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KY1-1102,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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