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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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公司註册編號： 200009758W) 

(於新加坡註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香港股份代號香港股份代號香港股份代號：：：：1021102110211021））））    

（（（（新加坡股份代號新加坡股份代號新加坡股份代號新加坡股份代號：：：：5EN5EN5EN5EN））））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十二年十二年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的的的全年全年全年全年業績公業績公業績公業績公告告告告    

    
    

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的比較數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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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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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營業額                                                    3  1,317,863  1,147,568  

銷售成本  (967,617) (866,332)  

毛利  350,246  281,236  

    

其他經營收入  14,081  12,587  

銷售及分銷開支  (60,669) (54,501)  

行政開支  (148,295) (117,147)  

融資成本                                                 (128,481) (76,248)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  29,024   13,631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6  55,906  59,558  

所得稅開支                                           7  (2,803) (16,73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53,103 42,825  

       

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6,348 47,711  

非控股權益 (3,245)  (4,886)  

    53,103 42,825  

       

年度溢利年度溢利年度溢利年度溢利    53,103 42,825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綜合產生的外幣匯兌差額 31,900  (12,372)  

年內總全面收益年內總全面收益年內總全面收益年內總全面收益    85,003  30,453  

       

以下應佔以下應佔以下應佔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88,248 35,339  

非控股權益 (3,245) (4,886) 

    85,003 30,453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人民幣分人民幣分人民幣分））））                            9    4.63 3.92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分人民幣分人民幣分人民幣分））））                                                                9    4.63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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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本本本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本本本本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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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17,443 3,032,823  1,905 2,454  

於附屬公司的權益 - -  2,643,241 1,909,143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208,364 192,539  139,529 142,198  

土地使用權 311,319 318,285  -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2,000  - -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 37,822 35,082  - -  

預付租金 92 99  - -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138 -  - -   4,192,178 3,580,828  2,784,675 2,053,795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563,711 628,933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92,352 999,602  10,694 10,192  

應收所得稅                -   12,205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09,501 1,046,456  10,806 15,960  

 3,165,564 2,687,196  21,500 26,152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615,799 420,084  13,154 2,529   

應付所得稅 6,866 -  - -  

借款 1,604,173 1,321,582  - -  

 2,226,838 1,741,666  13,154 2,529         
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    938,726 945,530  8,346 23,62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130,904 4,526,358  2,793,021 2,077,418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141 2,141  - -   

借款    2,131,275 1,276,028      744,008  -   

 2,133,416 1,278,169      744,008  -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2,997,488 3,248,189  2,049,013 2,07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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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本本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本本本本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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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人民幣千人民幣千人民幣千元元元元      

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及非控股權益及非控股權益及非控股權益及非控股權益         

股本 2,166,575  2,166,575   2,166,575  2,166,575  

庫存股份 (2,501) (2,501)  (2,501) (2,501)  

外幣匯兌儲備 17,930 (13,970)  (132,602) (92,52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定儲備 149,823  142,016  - -  

購股權儲備                -   2,740                -   2,740  

保留盈利 665,661 673,797  17,541  3,1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997,488 2,968,657  2,049,013  2,077,418  

非控股權益                -   279,532  - -  

總權益 2,997,488 3,248,189  2,049,013  2,077,418  

     

  
 

 權益變動表權益變動表權益變動表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擁擁擁擁有人應佔有人應佔有人應佔有人應佔                                 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    外幣匯外幣匯外幣匯外幣匯兑兑兑兑    中國法中國法中國法中國法    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    保留盈保留盈保留盈保留盈        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份份份份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定儲備定儲備定儲備定儲備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利利利利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本本本本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            一日的結餘一日的結餘一日的結餘一日的結餘     2,166,575 (2,501) (1,598) 134,467 2,958 663,562 2,963,463 284,418 3,247,881 年度收溢  - - - - - 47,711 47,711 (4,886) 42,825 其他全面收益:          外幣折算差額  - - (12,372) - - - (12,372) - (12,372) 財政年度總全面收益  - - (12,372) - - 47,711 35,339 (4,886) 30,453 轉撥購股權儲備至保 留盈利  - - - - (218) 218 - - - 股息  - - - - - (30,145) (30,145) - (30,145) 轉撥至中國法定儲備  - - - 7,549 - (7,549) - - -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三十一日的結餘三十一日的結餘三十一日的結餘         2,166,575 (2,501) (13,970) 142,016 2,740 673,797 2,968,657 279,532 3,24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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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擁擁擁擁有人應有人應有人應有人應佔佔佔佔                                     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    外幣匯外幣匯外幣匯外幣匯兑兑兑兑    中國法中國法中國法中國法    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    保留盈保留盈保留盈保留盈        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份份份份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定儲備定儲備定儲備定儲備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利利利利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本本本本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於二零一四年一月於二零一四年一月於二零一四年一月            一日的結餘一日的結餘一日的結餘一日的結餘        2,166,575 (2,501) (13,970) 142,016 2,740 673,797 2,968,657 279,532 3,248,189 年度收溢  - - - - - 56,348 56,348 (3,245) 53,103 其他全面收益:           外幣折算差額  - - 31,900 - - - 31,900 - 31,900 財政年度總全面收益  - - 31,900 - - 56,348 88,248 (3,245) 85,003 於控制權沒有變動下收购非控股權益  - - - - - (29,836) (29,836) (276,287) (306,123) 轉撥購股權儲備至保 留盈利  - - - - (2,740) 2,740 - - - 股息  - - - - - (29,581) (29,581) - (29,581) 轉撥至中國法定儲備  - - - 7,807 - (7,807) - - - 於二零一四年於二零一四年於二零一四年於二零一四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月月月    三十一日的結餘三十一日的結餘三十一日的結餘三十一日的結餘      2,166,575   (2,501) 17,930   149,823  -  665,661  2,997,488  - 2,997,488                                             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    外幣匯外幣匯外幣匯外幣匯兑兑兑兑    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    保留盈保留盈保留盈保留盈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份份份份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利利利利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三三三三年一月年一月年一月年一月                一日的結餘一日的結餘一日的結餘一日的結餘        2,166,575 (2,501) 43,908 2,958 1,489 2,212,429 年度收溢  - - - - 31,569 31,569 其他全面收益:        外幣折算差額  - - (136,435) - - (136,435) 財政年度總全面收益  - - (136,435) - 31,569 (104,866) 轉撥購股權儲備至保留盈利  - - - (218) 218 - 股息  - - - -   (30,145) (30,145)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三十一日的結餘三十一日的結餘三十一日的結餘         2,166,575 (2,501) (92,527) 2,740 3,131    2,077,418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於二零一四年一月於二零一四年一月於二零一四年一月    一一一一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日的結餘        2,166,575 (2,501) (92,527) 2,740 3,131    2,077,418 年度收溢  - - - - 41,251 41,251 其他全面收益:        外幣折算差額  - - (40,075) - - (40,075) 財政年度總全面收益  - - (40,075) - 41,251 1,176 轉撥購股權儲備至保留盈利  - - - (2,740) 2,740 - 股息  - - - - (29,581) (29,581)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結餘三十一日的結餘三十一日的結餘三十一日的結餘     2,166,575       (2,501) (132,602) - 17,541 2,04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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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1. 1.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乃根據新加坡公司法第 50 章的條文（「公司法」）及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包括由

新加坡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財務報告準則的有關詮釋（「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和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

定而編製。 

 

編製符合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資料須使用若干重要會計估值，同時亦須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

的會計政策過程中作出判斷。 

 

 

2.2.2.2.    採用新訂或經修訂採用新訂或經修訂採用新訂或經修訂採用新訂或經修訂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財政期內採納所有與營運相關，並於本財政年度有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新加坡財務

報告準則和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詮釋。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的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和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詮釋不會對本集團的會計政

策帶來任何重大改變，也不會對本年或往年的呈報金額產生重要影響。 

 

 

3333. . . .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本集團的營業額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銷售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 1,294,761 1,098,226 

銷售聚乙烯管 23,102 49,342 

合計 1,317,863 1,14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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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4. 分部分部分部分部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    

擠壓擠壓擠壓擠壓型型型型材材材材    

產品部產品部產品部產品部    

聚乙聚乙聚乙聚乙    

烯管部烯管部烯管部烯管部    

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    

板箔部板箔部板箔部板箔部 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人民幣千人民幣千人民幣千人民幣千

元元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1,294,7611,294,7611,294,7611,294,761    23,10223,10223,10223,102    - - 1,317,8631,317,8631,317,8631,317,863    

                        

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分部業績    188,412 (2,634) (11,105) - 174,673 

未分配企業開支    - - - (19,310) (19,310) 

融資成本    (99,921) (6) (18) (28,536) (128,481)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 - - - 29,024 29,024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 (虧損) 88,491 (2,640) (11,123) (18,822) 55,906  

所得稅開支     (2,803) 

年度溢利     53,103  

    

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416,656 49 328,113 13 744,8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6,962 1,405 956 438 159,761 

土地使用權及預付租金的攤銷 3,149 85 3,739 - 6,973 

      

 

    

    
    

    
            

於二零一四於二零一四於二零一四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    

擠壓型擠壓型擠壓型擠壓型材材材材    

產品部產品部產品部產品部 

聚乙聚乙聚乙聚乙    

烯管部烯管部烯管部烯管部    

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    

板箔部板箔部板箔部板箔部    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分部資產    5,170,784 105,954 1,849,125 23,515 7,149,378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 - - 208,364 208,364 

 5,170,784 105,954 1,849,125 231,879 7,357,742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分部負債    2,577,350 2,693 1,022,992 757,219 4,36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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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截至二零一三年截至二零一三年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    

擠壓型擠壓型擠壓型擠壓型材材材材    

產品部產品部產品部產品部    
聚乙聚乙聚乙聚乙    

烯管部烯管部烯管部烯管部    

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    

板箔部板箔部板箔部板箔部 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1,098,2261,098,2261,098,2261,098,226    49,34249,34249,34249,342    ----    ----    1,147,5681,147,5681,147,5681,147,568    

     

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分部業績    148,419 4,674 (10,842) - 142,251 

未分配企業開支    - - - (20,076) (20,076) 

融資成本    (76,190) (2) (17) (39) (76,248)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 - - - 13,631 13,631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 (虧損) 72,229 4,672 (10,859) (6,484) 59,558 

所得稅開支 
    

(16,733) 

年度溢利 
    

42,825 

      

    
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609,945 119 340,407 2,736 953,20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4,303 3,665 247 447 128,662 

土地使用權及預付租金的攤銷 3,149 86 3,739 - 6,974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    

擠壓擠壓擠壓擠壓型材型材型材型材

產品部產品部產品部產品部    

    

聚乙聚乙聚乙聚乙    

烯管部烯管部烯管部烯管部    

    

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    

板箔部板箔部板箔部板箔部    

    

    

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分部資產 4,527,257 110,187 1,409,324 28,717 6,075,485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 - - 192,539 192,539 

 
4,527,257 110,187 1,409,324 221,256 6,268,024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分部負債 2,224,749 4,224 788,209 2,653 3,01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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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四年度」），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的

營業額佔二零一四財政年度本集團總營業額約98.2%, 而二零一三財政年度（「二零一三年度」）

則約95.7%。聚乙烯管部在二零一四年度和二零一三年度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1.8%和

4.3%。 

    

    

5.5.5.5.    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    

    

下表按地域市場分析本集團之營業額:    
  

 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中國 1,137,630  1,063,264 

其他地區 180,233  84,304 

合計 1,317,863  1,147,568 

 

營業額乃按客戶所在地點劃分地區。 

    

    

6666....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存貨成本已確認為開支 957,139 860,25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9,761 128,662 

預付租金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6,973 6,97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109 846 

經營租賃租金－ 物業 1,404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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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 . . 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即期 – 新加坡   

從一間中國的附屬公司所得借款利息產生的預提所得稅 1,161 - 

 從中國的附屬及聯營公司宣佈股息產生的預提所得稅 4,709 2,682 

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過度)/不足 (2) 4 

即期 – 中國   

  年內所得稅撥備 13,777 13,871 

遞延所得稅資產撥備 (17,138) - 

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296 176 

所得稅開支 2,803 16,733 

   

 

實際稅率的對賬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55,906 59,558 

   

按 17%法定稅率計算的所得稅 (二零一三年: 17%) 9,504 10,125 

海外經營業務不同稅率的影響 (2,599) 5,28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的稅務影響 (4,955) (2,317) 

非課稅收益的稅務影響 (190) -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4,067 9,252 

附屬公司稅項寬減的影響 (9,185) (8,469) 

新加坡法定稅階收入豁免 (3) (3) 

本年度所得稅撥備 (3,361) 13,871 

從中國的附屬公司所得借款利息產生的預提所得稅 1,161 - 

 從中國的附屬及聯營公司宣佈股息產生的預提所得稅 4,709 2,682 

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294 180 

所得稅開支 2,803 16,733 

 

本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因此按 17%所得稅稅率繳稅（二零一三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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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中國的附屬公司須

按 25%稅率（二零一三年：25%）  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唯下列情況除外： 

 

� 吉林麥達斯鋁業有限公司（「吉林麥達斯」）因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由二零一一年

至二零一六年間, 可按 15％的優惠稅率繳納所得稅。 

 

根據中國稅法，境外投資者從所投資的外資企業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賺取之利潤所收取

相關的股息須支付 10% 預提稅，除非稅務條約予以減少。根據中國與新加坡訂立的稅務安排， 

在新加坡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須繳納預提稅，按彼等自中國附屬公司收股息的 5%計算。 

 

 

8888. . . .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止財政年度豁免一級制度下已付末期股

息每普通股 0.0025 新加坡元 - 15,152 

二零一三年豁免一級制度下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0.0025

新加坡元 - 14,993 

截至二零一三年止財政年度豁免一級制度下已付末期股

息每普通股 0.0025 新加坡元 
14,883 - 

二零一四年豁免一級制度下中期股息每普通股 0.0025

新加坡元 

14,698 
- 

 29,581 30,145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後，董事會建議宣派稅項豁免於一級制度#
之下末期

股息（免稅）為每股普通股0.0025新加坡元（二零一三年：0.0025新加坡元），金額為3,044,000

新加坡元（二零一三年：3,044,000新加坡元）。於報告期末，建議未期股息並沒有被確認為

負債。 

 #新加坡已採納一級企業稅制度，該制度自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據此，居民企業就其

應課稅收入支付的稅項為最終稅項。所有已付股息在其股東手上將獲稅項豁免。派付予全體

股東的股息付款並無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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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 . .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即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年度溢利 56,348 47,711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217,617,800 1,217,617,800 

      

具潛在攤薄具潛在攤薄具潛在攤薄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的影響效應的普通股的影響效應的普通股的影響效應的普通股的影響：：：：      

攤薄影響 – 購股權 - -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217,617,800 1,217,617,800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分人民幣分人民幣分人民幣分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人民幣分人民幣分人民幣分人民幣分    

   

每股基本盈利 4.63 3.92 

每股攤薄盈利 4.63 3.92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麥達斯僱員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未存有未行使購

股權。該計劃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五日到期。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批 4,750,000 份購股權對本集團每股盈利並無攤薄影響，原

因是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每股普通股的平均市場價格較已授出購股權的行使價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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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 . . 貿易應收款項貿易應收款項貿易應收款項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 第三方 839,064 700,857 

                        – 聯營公司 44,789 59,685 

 883,853 760,542 

貿易應收款項呆賬撥備 (1,832) (1,832)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882,021 758,710 

 

 
 

 

貿易應收款項為不計息，而信貸期一般為 90 至 120 日。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90 日內  381,062   373,806  

超過 90 日但於 120 日內  112,808   130,211  

超過 120 日但於 6個月內  119,475   117,871  

超過 6個月但於 1 年內  231,814   88,348  

超過 1 年但於 2 年內  37,720   48,199  

超過 2 年  974   2,107  

 883,853 76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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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 . . 貿易應付款項貿易應付款項貿易應付款項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一般按 30 至 90 日的信貸期償付。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90 日內 75,443 100,382 

超過 90 日但於 6個月內 11,089  4,760  

超過 6個月但於 1 年內 53,164  50,524  

超過 1 年 23,035  31,300  

 162,731 186,966 

    

    

11112222. . . .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三年：無）。    

    

    

11113333. . . .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收購及建設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擔：   

- 已訂約但未撥備  527,042 56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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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I)(I)(I)(I)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我們的總營業額由二零一三年度約人民幣1,147,6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70,300,000元或

14.8%，至二零一四年度的人民幣1,317,900,000元。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的營業額由二零一

三年度約人民幣1,098,2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96,500,000元或17.9%，至二零一四年度的人民幣

1,294,800,000元，主要由於業務量增加所致。我們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佔總營業額約 98.2%；

而其二零一三年度的貢獻則約95.7%。 

  

下表列示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於二零一四年度按最終用途分類的營業額劃分。 
 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 運輸行業 電力行業 其他 

80.7% 4.1% 15.2% 

 

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當中「運輸行業」分類的營業額貢獻包括供應貨運車輛的鋁合金擠壓

型材。 

 

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當中「其他」分類的營業額貢獻主要包括鋁合金棒及其他工業機器專

用的型材產品。 
 

                                本本本本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    

(a)(a)(a)(a)上半年銷上半年銷上半年銷上半年銷售額售額售額售額          633,171 486,423 30.2 

(b)(b)(b)(b)上半年除稅後上半年除稅後上半年除稅後上半年除稅後淨溢利淨溢利淨溢利淨溢利    16,809 8,293 102.7 

(c)(c)(c)(c)下半年銷下半年銷下半年銷下半年銷售額售額售額售額    684,692 661,145 3.6 

(d)(d)(d)(d)下半年除稅後下半年除稅後下半年除稅後下半年除稅後淨溢利淨溢利淨溢利淨溢利    36,294 34,532 5.1 

          

本集團二零一四年度的毛利率為26.6%，而二零一三年度則為24.5%。此乃由於鋁合金擠壓型

材產品部於二零一四年度的毛利率為26.8％，高於二零一三年度的24.8％。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及來自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的銷售廢料收益。 

 

二零一四年度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約人民幣6,200,000元，主要由於運輸費、包裝費及員工成

本較二零一三年度有所提高。這與我們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於二零一四年的業務量有所增

長乃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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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於二零一四年度增加約人民幣31,100,000元，主要由於折舊及啟動新廠房的員工開支

較二零一三年度皆有所增加。 

 

融資成本包括債務借款利息、銀行收費及已貼現應收票據的融資成本。約人民幣120,900,000

元 (二零一三年度: 人民幣 57,800,000元) 的借款利息被資本化，而這些利息來自與新生產線的

物業、廠房及設備建設融資相關的貸款。 

 

本集團分享其聯營公司南京南車浦鎮城軌車輛有限責任公司（「南京南車」）的溢利，於二

零一四年度約為人民幣 29,000,000元。這主因是較多的車廂在今年交付。 

 

二零一四年度所得稅費用減少約人民幣 13,900,000元，主要由於洛陽麥達斯鋁業有限公司( 「洛

陽麥達斯」)及吉林麥達斯輕合金有限責任公司（「吉林麥達斯輕合金」）的人民幣 17,100,000

元遞延稅項收益。吉林麥達斯獲得高新技術企業的資格，由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六財政年度

得享優惠稅率 15%。 

 

二零一四年度的溢利約為人民幣53,100,000元，較二零一三年度增加24.0%。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上升是由於為下列項目增添機械和基礎建設： 

1. 我們的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的擠壓模具、配套設施及建設新廠房;及  

2. 建設我們鋁合金板箔部的新廠房。 

 

存貨下降約人民幣 65,200,000元，主要由於年末持有較少的原材料。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約人民幣392,800,000元。這主要是由於應收貿易賬款由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758,7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23,300,000元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的人民幣882,000,000元。其他應收款增加約人民幣269,400,000元至人民幣510,300,000元，

主要是由於提前向我們的供應商支付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存貨的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約人民幣195,700,000元，這主要由於我們放慢對供應商的付款。  
借款增加人民幣 1,137,800,000元，主要來自中期票據計劃合共約人民幣744,000,000元的債券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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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II))))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1.全年全年全年全年現金流量報表現金流量報表現金流量報表現金流量報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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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55,906 59,558 

就以下各項作出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9,761 128,662 

土地使用權及預付租金攤銷 6,973 6,974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29,024) (13,63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109 846 

利息收入 (9,672) (2,299) 

利息開支 128,481 69,765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溢利 312,534 249,875 

   

營運資金變動：   

存貨 65,222          71,85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401,086)   (24,98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84,268 52,950  

營運所產生現金 160,938 349,694 

已付所得稅 (870) (6,638)             

已付利息 (99,962) (69,765) 

已收利息 9,672 2,299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69,778 275,590 

   

投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投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投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投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 40,297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623,961) (862,353) 

已收股息 8,336 -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淨(增加)/減少 (2,740)  2,374 

已付及資本化利息 (117,059) (57,848) 

贖回到期可供出售資產所得款項 2,000 -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733,424) (87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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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年四年四年四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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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已付股息 (29,581)        (30,145)  

中期票據所得款項 767,895 -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 1,834,000      2,441,000 

償還銀行借款 (1,440,170)  (1,315,240)      

收購非控股權益 (306,000)  - 

支付中期票據利息 (18,217)  - 

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807,927 1,095,61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變動淨額 144,281 493,675 

財政年度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46,456 547,033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影響 18,764 5,748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09,501 1,046,456 

 

 

於本回顧年度，我們現金淨額增加約為人民幣144,300,000元，主要由於經營業務產生約人民

幣69,800,000元及增加銀行借款淨額的人民幣1,161,700,000元之正現金流。這些現金流入因支付

約人民幣624,000,000元被用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款項而有所減少。 

 
 
2.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本集團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於財政年度完結時已發行股本計

算的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人民幣) 
2.46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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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借款借款借款借款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於二零一三於二零一三於二零一三於二零一三年年年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    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    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    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有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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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年內或少於一年或按要求償還

的金額 

150,000 1,454,173 415,581 906,001 

於一年後償還的金額 1,023,180 1,108,095 1,008,990 267,038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173,180 2,562,268 1,424,571 1,173,039 

 

任何抵押品的詳情任何抵押品的詳情任何抵押品的詳情任何抵押品的詳情 

 

抵押借款包括銀行提供給吉林麥達斯及吉林麥達斯輕合金的貸款。 

 

提供給吉林麥達斯的銀行貸款以土地使用權、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各種貿易應收賬款作抵押，

賬面淨值約人民幣 1,327,4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02,700,000元）。

本公司、吉林麥達斯及大連匯程鋁業有限公司分別為吉林麥達斯輕合金在銀行貸款作出了擔

保 (大連匯程鋁業有限公司的最終擁有人是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及主席陳維平先生)。吉林麥達

斯輕合金的銀行貸款亦以其土地上的未來建設和發展，包括廠房、辦公樓及配套設施車間和

兩個冷軋機作抵押。洛陽麥達斯的銀行貸款是由吉林麥達斯作保證。 

 

 

(III)(III)(III)(III)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受益於中國政府對開發中國鐵路網絡的持續投資，中國鐵路運輸行業預計在中長期將繼續錄

得增長。此外，中國在國際鐵路市場日益增多的參與性也預計將為市場業者帶來額外的發展

動力。 

 

此外，中國兩大列車製造商 – 中國北車集團和中國南車股份有限公司 – 合併提議組成的中

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將加大兩大巨頭在全球鐵路市場的競爭力，有助其在國際鐵路市場贏得

更多鐵路合同，也可能有益於市場業者。 

 

整體而言，本集團預計行業的正面發展將令業者們受惠並會繼續在中國及國際鐵道行業、其

他產品分部及出口市場繼續積極地物色及爭取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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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    

 

1111. . . .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準則，並已就內

部監控及匯報事宜進行討論及檢討。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已經

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董定有先生

(主席) 、曾士生先生及徐衛東博士組成。 

 

    

2. 2. 2. 2.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遵守企業管治守則遵守企業管治守則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董事 (「董事」) 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偏離下文所

述的守則條文第A.4.1 條外，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

則」)內的所有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目前，現任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獲特定委任任期。但是，所有董事須按本公司組織章程的規定退任及

重新選舉，即要求三分之一之董事會每年須輪值退任及退任之董事可重新選舉。此外，各由

董事會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的董事應在獲委任後的第一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任。有鑑於

此，董事會認為該等規定足以滿足上述守則條文第A.4.1條之根本目的，因此，不打算在這方

面採取任何補救性措施。 
 

 

3. 3. 3. 3.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及其不時的修訂，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董事會確認，經向

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全體董事已遵守標

準守則的所需準則。 

 

 

    4. 4. 4. 4.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對賬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對賬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對賬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對賬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

括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編製的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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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 . .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出售出售出售或或或或贖回本公司贖回本公司贖回本公司贖回本公司上市的上市的上市的上市的證券證券證券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證券。 

 

 

6. 6. 6. 6.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並無股本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發行。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股本由已發行和繳清的 1,217,617,800普通股組成（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17,617,800 股）。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以庫存股份方式持有 1,000,000 股普通股（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0 股）。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沒有任何的庫

存股份被售買、 轉讓、銷毀、撤銷和/或被行使。 

 

 

7777. . . .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薪酬政策薪酬政策薪酬政策薪酬政策及及及及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2,156名（二零一三年：1,754名）僱員。本集團乃

參考市況及根據個別員工表現而制定僱員薪酬，並不時作出檢討。本集團並為僱員提供其他

福利包括醫療及人壽保險。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該計劃未存有未行使購股權。該計劃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

五日到期。 

    

8. 8. 8. 8.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關於擬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之暫停過戶日期、記錄日期及

派付日期將稍後於另一項公告中公佈。 

    

    

9999. . . . 於於於於香港聯交所香港聯交所香港聯交所香港聯交所網站的披網站的披網站的披網站的披露露露露    

 

本 公 告 將 同 時 刊 載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網 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midas.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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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麥達斯麥達斯麥達斯麥達斯控股有控股有控股有控股有限限限限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周華光周華光周華光周華光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維平先生及周華光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曾士生先生、徐

衛東博士及董定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