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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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一一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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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麥達斯」）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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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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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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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199  1,317,863   

銷售成本 (1,105,425)  (967,617)  

毛利 406,774  350,246   

    

其他收入 23,767  14,081   

銷售及分銷開支 (73,431)  (60,669)  

行政開支 (172,648)  (148,295)  

融資成本                                                (138,959)  (128,481)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 31,712  2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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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15  55,906   

所得稅開支                                           7 (20,023)  (2,80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57,192 53,103  

       

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7,192 56,348  

非控股權益 - (3,245)   

    57,192 53,103  

       

年度溢利年度溢利年度溢利年度溢利    57,192 53,103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可能被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綜合入賬產生的匯兌差額 14,547 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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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39 85,003   

       

以下應佔以下應佔以下應佔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71,739 88,248  

非控股權益 - (3,245) 

    71,739 8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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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 4.63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分人民幣分人民幣分人民幣分））））                                                                9    4.70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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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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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零一零一零一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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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2,814 3,617,443  1,499 1,905  

於附屬公司的權益 - -  2,594,383 2,643,241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225,282 208,364  136,580 139,529  

土地使用權 333,934 311,319  - -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 - 37,822  - -  

預付租金 84 92  - -  

遞延稅項資產 18,118 17,138  - -   4,720,232 4,192,178  2,732,462 2,784,675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558,694 563,711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64,102 1,392,352  12,578 10,694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  96,550                 -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62,445 1,209,501  3,710 10,806  

 3,081,791 3,165,564  1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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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311 615,799  14,041 13,154   

應付所得稅 8,040 6,866  - -  

借款 2,073,091 1,604,173  343,161 -  

 3,008,442 2,226,838  357,202 13,154         
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淨值值值值    73,349 938,726  (3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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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3,581 5,130,904  2,391,548 2,79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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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109 2,131,275  388,339     744,008    

 1,752,250 2,133,416  388,339     744,008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3,041,331 2,997,488  2,003,209 2,04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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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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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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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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77  17,930  (175,253) (132,60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定儲備 158,378  149,823   - -  

保留盈利 686,402 665,661  14,388 17,541   

總權益 3,041,331 2,997,488  2,003,209 2,04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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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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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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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份份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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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盈保留盈保留盈保留盈利利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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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人人民幣民幣民幣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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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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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0) 142,016 2,740 673,797 2,968,657 279,532 3,248,189 年度溢利  - - - - - 56,348 56,348 (3,245) 53,103 其他全面收益:           外匯儲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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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附屬公司的非控股權益且無引致控制權變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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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十二月年十二月年十二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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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0   149,823  -  665,661  2,997,488  - 2,99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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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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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份份份份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定儲備定儲備定儲備定儲備    保留盈保留盈保留盈保留盈利利利利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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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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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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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0   149,823   665,661  2,997,488  年度溢利  - - - - 57,192 57,192 其他全面收益:        外匯儲備  - - 14,547 - - 14,547 財政年度總全面收益  - - 14,547 - 57,192 71,739 股息  - - - - (27,896) (27,896) 轉撥至中國法定儲備  - - - 8,555 (8,555) -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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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77 158,378 686,402 3,04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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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庫存股份份份份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儲備儲備儲備儲備    保留盈保留盈保留盈保留盈利利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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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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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27) 2,740 3,131    2,077,418 年度溢利  - - - - 41,251 41,251 其他全面收益:        外匯儲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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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於二零一四於二零一四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年十二月年十二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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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一月年一月年一月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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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02) - 17,541 2,049,013 年度溢利  - - - - 24,743 24,743 其他全面收益:        外匯儲備  - - (42,651) - - (42,651) 財政年度總全面收益  - - (42,651) - 24,743 (17,908) 股息  - - - - (27,896) (27,896)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十二月年十二月年十二月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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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253) - 14,388 2,00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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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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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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銷售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 1,500,597 1,294,761 

銷售聚乙烯管 11,602 23,102 

合計 1,512,199 1,31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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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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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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5971,500,5971,500,5971,500,597    11,60211,60211,60211,602    - - 1,512,1991,512,1991,512,1991,512,199    

                        

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分部業績    213,392 (3,948) (5,986) - 203,458 

未分配企業開支    - - - (18,996) (18,996) 

融資成本    (101,630) (1) (20) (37,308) (138,95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 - - 31,712 31,712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 (虧損) 111,762 (3,949) (6,006) (24,592) 77,215  

所得稅開支     (20,023) 

年度溢利     5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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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246 4 119,022 - 680,27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0,587 1,352 1,856 366 154,161 

土地使用權及預付租金的攤銷 3,407 85 3,791 - 7,283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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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788 87,356 1,770,704 17,893 7,576,741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 - - 225,282 225,282 

 5,700,788 87,356 1,770,704 243,175 7,802,023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分部負債    3,015,727 2,107 997,262 745,596 4,76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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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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7611,294,7611,294,7611,294,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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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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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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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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五年度」），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的

營業額佔二零一五財政年度本集團總營業額約99.2%, 而二零一四財政年度（「二零一四年度」）

則約98.2%。聚乙烯管部在二零一五年度和二零一四年度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0.8%和

1.8%。 

    

    

5.5.5.5.    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    

    

以下是按地區市場劃分的營業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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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738  1,137,630 

其他地區 211,461  180,233 

合計 1,512,199  1,317,863 

 

各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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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存貨成本已確認為開支 742,746 700,83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4,161 159,761 

預付租金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7,283 6,97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434 109 

經營租賃租金－ 物業 1,039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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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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零一零一零一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即期 – 新加坡   

來自一間中國附屬公司貸款利息之預提稅 1,375 1,161 

 來自中國附屬及聯營公司股息之預提稅 2,400 4,709 

過往財政年度所得稅撥備(過度)/不足 19 (2) 

即期 – 中國   

  財政年度內所得稅撥備 15,649 13,777 

遞延所得稅資產撥備 (1,533) (6,359) 

過往財政年度遞延稅資產撥備不足 - (10,779) 

過往財政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2,113 296 

所得稅開支 20,023 2,803 

   

 

實際稅率的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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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77,215 55,906 

   

按 17%法定稅率計算的所得稅 (二零一四年: 17%) 13,126 9,504 

海外經營業務不同稅率的影響 6,889 4,74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溢利的稅務影響 (5,236) (4,955) 

毋須課稅收益的稅務影響 (384) (190)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11,059 13,857 

早前未確認之稅項虧損所產生之利益 (1,533) (17,138) 

附屬公司稅項寬減的影響 (9,755) (9,185) 

新加坡法定稅階收入豁免 (50) (3) 

本年度所得稅撥備 14,116 (3,361) 

來自中國附屬公司貸款利息之預提稅 1,375 1,161 

 來自中國附屬及聯營公司股息之預提稅 2,400 4,709 

過往年度所得稅撥備不足 2,132 294 

所得稅開支 20,023 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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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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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中國的附屬公司須

按 25%稅率（二零一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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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資者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從所投資的中國企業賺取之利潤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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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股息的 5%計算。 

 

 

8888. . . .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人人人人民幣千元民幣千元民幣千元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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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一級制度下已付末期股

息每股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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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普通股

0.0025 新加坡元 - 14,698 

截至二零一四年止財政年度豁免一級制度下已付末期股

息每股普通股 0.0025 新加坡元 
14,021 - 

二零一五年豁免一級制度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025 新加坡元 

13,875 
- 

 27,896 29,581 

 

於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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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0.0025新加坡元），金額為3,044,000

新加坡元（二零一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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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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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的盈利，即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年度溢利 57,192 5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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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人民幣分人民幣分人民幣分人民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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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盈利 4.70 4.63 

每股攤薄盈利 4.70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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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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項 – 第三方 937,583 839,064 

                        – 聯營公司 - 44,789 

 937,583 883,853 

貿易應收款項呆賬撥備 (1,832) (1,832)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935,751 8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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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日內  390,074   381,062  

超過 90 日但於 120 日內  197,575   112,808  

超過 120 日但於 6個月內  115,858   119,475  

超過 6個月但於 1 年內  193,560   231,814  

超過 1 年但於 2 年內  37,611   37,720  

超過 2 年  2,905   974  

  937,583  88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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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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日內  81,916  28,203 

超過 90 日但於 6個月內  22,505  17,106 

超過 6個月但於 1 年內  84,927  82,010 

超過 1 年  56,230  35,413 

  245,578  16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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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無）。    

    

    

11113333. . . . 資資資資金金金金承擔承擔承擔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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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及建設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擔：   

- 已訂約但未撥備  540,903 52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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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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總營業額由二零一四年度約人民幣1,317,9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94,300,000元或

14.7%，至二零一五年度的人民幣1,512,200,000元。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的營業額由二零一

四年度約人民幣1,294,8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205,800,000元或15.9%，至二零一五年度的人民幣

1,500,600,000元，主要原因是由於業務量增加及洛陽廠房所產生之營業額貢獻。我們鋁合金擠

壓型材產品部佔總營業額約 99.2%；而其二零一四年度的貢獻則約98.2%。 

  

下表列示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於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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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3.5%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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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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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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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897       633,171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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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85 16,809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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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302 684,692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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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07 36,294 (4.4) 

          

本集團二零一五年度的毛利率為26.9%，而二零一四年度則為26.6%。此乃由於鋁合金擠壓型

材產品部於二零一五年度的毛利率為27.0％，高於二零一四年度的26.8％。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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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補助收入。 

 

二零一五年度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約人民幣12,800,000元，主要由於運輸費、差旅費及包裝費

較二零一四年度有所提高。這與我們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於二零一五年的業務量有所增長

乃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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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於二零一五年度增加約人民幣24,400,000元，主要由於折舊、其他稅項及員工開支較

二零一四年度皆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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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00,000

元 (二零一四年度: 人民幣 120,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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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車浦鎮城軌車輛有限責任公司（「南京中車」，前稱南京南車

浦鎮城軌車輛有限責任公司）的溢利，於二零一五年度約為人民幣 31,700,000 元。這主要由

於在年內有不同的項目組合所致。 

 

二零一五年度所得稅費用增加約人民幣 17,200,000 元，主要由於較二零一四年度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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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遞延稅項收益有所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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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度的溢利約為人民幣57,2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度增加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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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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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約人民幣128,300,000元。這主要是由於其他應收款項由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510,3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81,900,000元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的人民幣328,400,000元。應收貿易賬由人民幣882,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53,700,000元至人

民幣953,700,000元，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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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00,000元。這主要由於我們的鋁合金擠壓型材產品部

的業務量有所上升，以致應付供應商之款項及票據有所增加。來自於我們聯營公司的墊款也

有所增加。  
借款增加人民幣87,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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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年全年全年全年現金流量現金流量現金流量現金流量表表表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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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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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15 55,906 

就以下各項作出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4,161 159,761 

土地使用權及預付租金攤銷 7,283 6,97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31,712) (29,024) 

衍生金融資產淨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19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淨額 434 109 

利息收入 (13,980) (9,672) 

利息開支 138,959 128,481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溢利 332,161 312,534 

營運資金變動：  

存貨 5,017 65,22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0,116 (401,08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9,214 184,268 

營運所產生現金 666,508 160,938 

已付所得稅 (19,829) (870) 

已付利息 (101,651) (99,962) 

已收利息 13,980 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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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008 6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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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其他金融資產的收益 175 - 

出售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265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50,119) (623,961) 

購買土地使用權 (23,047)  

已收股息 10,004 8,336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淨增加 (58,728) (2,740) 

已付及資本化利息 (124,086) (117,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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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536) (73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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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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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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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96) (29,581) 

發行中期票據所得款項 - 767,895 

銀行借款所得款項 1,852,000 1,834,000 

償還銀行借款 (1,751,740) (1,440,170) 

收購非控股權益 - (306,000) 

支付中期票據利息 (3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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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95 807,927 

   

現金及現金等的價物變動淨額 (49,133) 144,281 

財政年度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09,501 1,046,456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影響 2,077 18,764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年末的年末的年末的年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62,445 1,209,501 

 

 

於本回顧年度，我們現金淨額減少約為人民幣49,100,000元，主要由於支付了約人民幣

450,100,000元用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約人民幣124,100,000元的已付及資本化利息而有所

減少。以上的現金流出金額由人民幣559,000,000元的經營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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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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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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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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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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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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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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無無無抵押抵押抵押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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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150 1,836,941 150,000 1,454,173 

於一年後償還的金額 937,000 813,109 1,023,180 1,108,095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173,150 2,65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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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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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鐵路行業前景預計將受惠於 2016 年國家對鐵路基礎的人民幣 8,000億元投資規劃而繼續

保持正面。此外，根據中國鐵路總公司，鐵路固定資產投資預算在 2016 至 2020 年的五年計

劃期間内也有望突破人民幣 4兆元。 

 

業者也認為中國政府會在開啟亞洲和歐洲之間的新貿易和運輸環節而推進的「一帶一路」項

目下發展新的基建項目。此外, 中國政府也積極的尋求國際鐵路項目。鑑於正面的行業發展和

趨勢，業者們以及如麥達斯的鐵路設備供應商將受惠。 

 

為了進一步擴大集團的核心業務，麥達斯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宣布擬收購匯程資本有限公

司。匯程資本有限公司生產有廣泛應用範圍的鋁合金拉伸板與鋁合金熱軋板和線圈。本集團

會在適當的時候將提供進一步的的信息。 

 

展望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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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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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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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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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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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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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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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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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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股本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發行。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股本由已發行和繳清的 1,217,617,800普通股組成（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17,617,800 股）。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以庫存股份方式持有 1,000,000 股普通股（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0 股）。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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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2,545名（二零一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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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擬派付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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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網站的披露網站的披露網站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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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控控股有股有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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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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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