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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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的的的的未經審核中期未經審核中期未經審核中期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業績公佈業績公佈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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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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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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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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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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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897  633,171  

銷售成本   (498,880) (476,513)  

毛利   196,017  156,658  

     

其他經營收入   3,954  5,736  

銷售及分銷開支   (34,979) (27,365)  

行政開支   (81,109) (72,347)  

融資成本                                                  (73,838) (53,76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   16,363  2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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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8 30,485  

所得稅開支                                           7 (3,923) (13,676)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22,485 16,809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綜合產生的匯兌差額  12,030 (3,471)  

期內總全面收益期內總全面收益期內總全面收益期內總全面收益     34,515 13,338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應佔溢利應佔溢利應佔溢利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2,485  19,828  

非控股權益      -  (3,019)  

     22,485 16,809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應佔應佔應佔應佔總全面收益總全面收益總全面收益總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     34,515 16,357   

非控股權益     - (3,019)  

     34,515 13,338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分分分分））））                                                             9 1.85 1.63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分分分分））））                                                             9 1.85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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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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本本本本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本本本本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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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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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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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7,704 3,617,443  1,686 1,905  於附屬公司的權益 - -  2,582,711 2,643,241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222,157 208,364  136,958 139,529  土地使用權 322,248 311,319  - -  已受限制的銀行存款 113,044 37,822  - -  預付租金 88 92  - -  遞延所得稅資產 20,343 17,138  - -   4,775,584 4,192,178  2,721,355 2,784,675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686,843 563,711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508,099 1,392,352  667 10,6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46,019 1,209,501  16,264 10,806   3,240,960 3,165,564  16,931 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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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414 615,799  12,201 13,154  應付所得稅 5,239 6,866  - -  借款 1,760,039 1,604,173  - -  應付股息 14,021 -  14,021 -   2,700,713 2,226,838  26,222 13,154         凈流動資產凈流動資產凈流動資產凈流動資產    520,248 938,726  (9,291) 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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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5,832 5,130,904  2,712,064 2,793,021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借款    2,295,709 2,131,275  731,892 744,008  遞延稅項負債 2,141 2,141  - -   2,297,850 2,133,416  731,892 744,008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3,017,982 2,997,488  1,980,172 2,04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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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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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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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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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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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60  17,930  (170,346) (132,60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法定儲備 153,461  149,823   - -  保留盈利 670,487  665,661  (13,556) 17,541  總權益 3,017,982  2,997,488  1,980,172  2,04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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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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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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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 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編製符合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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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本財政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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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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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 . .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本集團的營業額如下：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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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 689,502 622,540 

銷售聚乙烯管 5,395 10,631 

合計 694,897 63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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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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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產品產品部部部部    

    

聚乙烯管部聚乙烯管部聚乙烯管部聚乙烯管部    

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    

板板板板箔箔箔箔部部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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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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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502 5,395 - - 694,897 

         

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分部業績    103,351 (1,768) (9,453) - 92,130 

未分配企業開支    - - - (8,247) (8,247) 

融資成本    (54,943) (1) (8) (18,886) (73,838)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 - - - 16,363 16,363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48,408 (1,769) (9,461) (10,770) 2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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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907 4 72,848 - 546,75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5,013 681 583 185 66,462 

土地使用權及預付租金的攤銷 1,638 43 1,870 - 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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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資產資產資產負債負債負債負債表表表表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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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產品產品部部部部    

    

聚乙烯管部聚乙烯管部聚乙烯管部聚乙烯管部    

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    

板板板板箔箔箔箔部部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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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分部資產    5,867,562 104,762 1,803,342 18,722 7,794,388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222,157 

     8,016,545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分部負債    3,231,305 3,270 1,005,874 758,114 4,99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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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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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產品產品部部部部    

    

聚乙烯管部聚乙烯管部聚乙烯管部聚乙烯管部    

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    

板板板板箔箔箔箔部部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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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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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540 10,631 - - 633,171 

         

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分部業績    81,421 (1,428) (6,699) - 73,294 

未分配企業開支    - - - (10,612) (10,612) 

融資成本    (44,828) (29) (10) (8,896) (53,76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 - - -       21,566 21,566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36,593 (1,457) (6,709) 2,058 3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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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09 50 186,448 8 348,5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1,613 711 418 245 72,987 

土地使用權及預付租金的攤銷 1,574 43 968 - 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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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資產資產資產負債負債負債負債表表表表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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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產品產品部部部部    

    

聚乙烯管部聚乙烯管部聚乙烯管部聚乙烯管部    

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鋁合金    

板板板板箔箔箔箔部部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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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分部資產    4,900,291 106,470 1,715,275 426,624 7,148,660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219,688 

     7,368,348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分部負債    2,363,136 2,120 947,974 808,474 4,121,70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佔本集團的總營業額約

99.2%，而其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貢獻則約98.3%。聚乙烯管部佔本集團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及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總營業額分別約0.8% 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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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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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中國內地 603,497  535,787 

其他地區 91,400  97,384 

合計 694,897  633,171 

 

營業額乃按客戶所在地點劃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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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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四二零一四二零一四二零一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存貨成本已確認為開支 495,058 476,51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6,462 72,987 

預付租金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3,551 2,585 

經營租賃租金－ 物業 520 666 

 

 

7777. . . . 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四二零一四二零一四二零一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即期 – 新加坡   

  過往財政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22 - 

從一間中國的附屬公司所得借款利息產生的預提所得稅 687 471 

 從中國的附屬及聯營公司宣佈股息產生的預提所得稅 - 2,588 

即期 – 中國   

  期內所得稅撥備 6,419 10,617 

遞延稅項資產撥備 (3,205) - 

所得稅開支 3,923 13,676 

   

本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因此按 17%所得稅稅率繳稅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 17%) 。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在中國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

須按 25%稅率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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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批准成為高新技術企業，並從二零一一年至

二零一六年之財政年度可按15％的優惠稅率繳稅。 

 

根據中國稅法，境外投資者從所投資的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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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減低的預提稅，按彼等自中國附屬公司收取股息的5%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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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 . .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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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止財政年度已付末期股息為每股 

  0.0025 新加坡元 
- 14,883 

截至二零一四年止財政年度應付末期股息為每股 

0.0025 新加坡元 
14,021 - 

 

 14,021 14,883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董事會建議宣派稅項豁免於一級制度#之下中期

股息(免稅)為每股普通股 0.0025 新加坡元 (二零一四年: 0.0025 新加坡元)。於報告期末， 上述

建議中期股息並無確認為負債。擬派中期股息的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日期將在另一個單獨

的公告中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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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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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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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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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佔期間溢利 22,485 1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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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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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的影響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的影響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的影響具潛在攤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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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分分分分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分分分分    

   

每股基本盈利 1.85 1.63 

每股攤薄盈利 1.85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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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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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 第三方 1,030,773 839,064 

                        – 聯營公司 - 44,789 

 1,030,773 883,853 

貿易應收款項呆賬撥備    (1,832)    (1,832)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028,941 882,021 

   

貿易應收款項為不計息，而信貸期一般為 90 至 1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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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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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90 日內  399,906   381,062  

超過 90 日但於 120 日內  103,652   112,808  

超過 120 日但於 6 個月內  136,655   119,475  

超過 6 個月但於 1 年內  322,879   231,814  

超過 1 年但於 2 年內  48,901   37,720  

超過 2 年  18,781   974  

 1,030,774 88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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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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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90 日內           231,481  28,203 

超過 90 日但於 6 個月內             29,459  17,106 

超過 6 個月但於 1 年內             18,115  82,010 

超過 1 年           107,301  35,413 

           386,356 16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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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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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333. . . .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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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收購及建設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擔：   

- 已訂約但未撥備  676,568 52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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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總營業額由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人民幣663,2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61,700,000元或 9.7%

至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人民幣694,900,000元。我們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的營業額由二零一

四年上半年的人民幣622,5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67,000,000元或 10.8%至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人民幣689,500,000元。 
  

下表列示我們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按最終用途分

類的營業額分類百分比。 
 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 運輸行業 電力行業 其他 

83.8% 1.8% 14.4% 

 

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當中的「其他」分類的營業額主要包括供應工業機器所用的鋁合金棒

及其他專用型材產品。 

 

本集團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毛利率為 28.2%，而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則為24.7%。此乃由於我們

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毛利率為較高的28.3%，而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則為

25.0%。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及我們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銷售廢料收入。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約人民幣7,600,000元，主要由於消耗品費用及員工成

本較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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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增加約人民幣8,800,000元，這主要由於相較於二零一四年上半

年的較高員工相關開支。    

 

融資成本包括借款利息、銀行收費及已貼現應收票據的利息成本。融資成本上升主要來自於

較高銀行借款及中期票據計劃下發行的債券的利息支出。約人民幣64,900,000元（二零一四年

上半年: 人民幣56,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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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分佔聯營公司南京南車浦鎮城軌車輛有限責任公司（「南京南車」）

的盈利約人民幣 16,400,000元。這主要因為在個別期內有不同的項目組合所致。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所得稅開支減少約人民幣9,800,000元，主要由於其間內確認洛陽麥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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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00元遞延稅項資產。吉林麥達斯於二零一五上半年享有15% 的優惠稅 率，而

二零一四上半年的稅率為25%。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22,500,000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上升是由於為下列項目增添機器和基礎建設: 

1. 我們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的擠壓模具、附屬設施及廠房建設；及 

2.  我們鋁合金板箔部的新廠房建設。 

 

我們的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也於二零一五年五月收購了一家鑄造廠及其相關的建築、機械

和土地使用權，代價為人民幣265,000,000元。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增加主要是由於購買原材料給出的匯票保證金所致。 

 

庫存增加約人民幣 123,100,0000 元，主要由於我們的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的業務量有所增

加。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約人民幣115,700,000元。這主要由於我們的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

的業務量有所增加。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約人民幣305,600,000元，主因是確認了一筆由我們的鋁合金擠壓型

材產品部所收購的一家鑄造廠及其相關的建築、機械和土地使用權的應付款。 

 

銀行借款增加人民幣320,300,000元，主要用於洛陽麥達斯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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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II))))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1111....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本本本本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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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於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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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元 人民幣 2.46元 

    

    

2222....    借款借款借款借款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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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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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無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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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經審核))))    

                    

於一年內或少於一年或按要求償還

的金額 
220,840 1,539,199 150,000 1,454,173  

於一年後償還的金額 

 
985,730 1,309,979 1,023,180 1,108,095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206,570 2,849,178 1,173,180 2,56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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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2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327,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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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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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II)(III)(III)(III)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為達到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 在二零一五年的人民幣 8,000億元投資目標，

中國預計在二零一五年後半年加快對鐵路行業的投資。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政府總投資

額只達人民幣 1,862億元。 

 

國際市場方面，在二零一五年六月組成的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也將加大中國在全球鐵路市

場的競爭力。中國在國際鐵路市場日益增多的參與性 – 示意其有意在東盟國家參與高速鐵路

建設以及與俄羅斯、巴西和土耳其簽署的鐵路合作諒解備忘錄，也預計將為市場業者帶來正

面的發展。 

 

鑑於正面的行業發展和趨勢，業者們以及如本公司的鐵路設備供應商將受惠。本集團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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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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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業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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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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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期內除偏離下

文所述的守則條文 A.4.1 分段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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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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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選

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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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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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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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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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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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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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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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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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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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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17,617,800 股)。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以庫存股份方式持有 1,000,000 股普通股（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1,000,000 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沒有任何的庫存股份被售

買、  轉讓、 銷毀、 撤銷 和/或被行使。 

 

 

7777. . . .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及及及及薪酬政策薪酬政策薪酬政策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464名（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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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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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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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擬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的暫停過戶日期、記錄日期及派

付日期將稍後於另一個單獨的公告中公佈。 

    

    

9999. . . . 於於於於證證證證券券券券交交交交易易易易所網站的披露所網站的披露所網站的披露所網站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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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idas.com.sg)。 

 

 

 承董事會命 

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        

    周華光周華光周華光周華光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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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