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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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XLX FERTILISER LTD.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
（在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866）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連同上

年度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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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 5,788,181 5,081,748
銷售成本  (4,464,611) (4,182,984)
   

毛利  1,323,570 898,764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80,699 56,272
銷售及分銷開支  (347,186) (197,946)
一般及行政開支  (317,496) (242,789)
其他開支  (33,181) (10,976)
財務成本 6 (228,190) (218,020)
   

除稅前溢利 7 478,216 285,305
所得稅開支 8 (69,945) (48,579)
   

年內溢利  408,271 236,726

其他全面虧損

於後續期間重新分類
 至損益賬的其他全面虧損：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1,097) (2,525)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  (1,097) (2,525)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407,174 234,201
   

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408,780 240,796
非控股權益  (509) (4,070)
   

  408,271 236,726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407,683 238,271
非控股權益  (509) (4,070)
   

  407,174 234,201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10 34.76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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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8,013,765 6,907,271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1 190,949 195,385
商譽  25,361 6,950
煤礦開採權  99,514 39,594
可供出售投資  7,500 13,298
預付款項 11 182,592 278,022
支付予關連公司的預付款項  44,000 –
遞延稅項資產  19,714 11,050
   

非流動資產總額  8,583,395 7,451,570
   

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投資  3,680 –
預付款項  241,184 266,240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92,256 348,304
存貨  453,921 340,63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2 66,281 36,36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430 –
可收回所得稅  12,898 20,255
已抵押定期存款  397,884 491,7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81,355 633,389
   

流動資產總額  2,251,889 2,136,89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140,229 95,574
應付票據 14 998,738 906,76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193,612 1,344,779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8,805 1,704
應付所得稅  4 4
遞延補貼  4,536 4,985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890,168 429,410
   

流動負債總額  3,236,092 2,783,221
   

淨流動資產  (984,203) (646,32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599,192 6,80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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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3,568,783 3,595,109
遞延補貼 49,450 37,420
遞延稅項負債 63,165 48,902
其他應付款項 116,777 361
應付長期融資債券 800,000 450,0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4,598,175 4,131,792
   

淨資產 3,001,017 2,673,456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881,124 881,124
可換股債券 322,436 322,436
重估儲備 – 1,097
法定儲備金 275,880 229,180
保留溢利 1,521,577 1,241,118
   

 3,001,017 2,674,955

非控股權益 – (1,499)
   

總權益 3,001,017 2,67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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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是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根據新加坡公司法在新加坡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雙重第一上市。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股份於
新交所主板正式名單除牌，此後本公司股份僅在聯交所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
位於80 Robinson Road, #02-00, Singapore, 068898。本集團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河南省新鄉經濟開發區（小冀鎮）。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本公司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生產及銷售尿素、複合肥、甲醇、液氨及氨溶液、煤
礦開採及煤炭銷售。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綜合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984,000,000 元。
經考慮可得未動用銀行信貸，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於負債到期時將有充足營運
資金撥資其營運及於負債到期時的財務責任，故此，適合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
報表。

倘本集團未能以持續經營基準繼續運作，應作出調整重列資產價值至其可收回金
額、就可能出現之任何其他負債作出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
流動資產及負債。可能作出任何該等調整的影響並未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的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其包括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而
成。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方法編製而成，惟以公平值計量的可供出售投資除外。
此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除另有指明外，表內所有價值乃湊整至
最接近的千位（「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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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的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  對一系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  對一系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各修訂的性質及影響概述如下：

(a)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適用於僱員或者第三方向界定福利計劃的供款。
該修訂本簡化獨立於僱員服務年期的供款的會計處理，如僱員供款根據薪金的
固定比例進行計算。倘供款金額獨立於服務年期，實體可以在僱員提供有關服
務期間將僱員供款確認為服務成本的抵減項。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界定福利計
劃，故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構成任何影響。

(b)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頒佈的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年
度改進載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多項修訂。適用於本集團的修訂詳情如下：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澄清實體必須披露管理層於應用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中的合併處理準則時作出的判斷，包括作合併處理的
經營分部簡述，以及評估分部是否相似時所用的經濟特徵。該等修訂亦澄
清，分部資產與總資產的對賬僅於該對賬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時方須
披露。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構成影響。

•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
釐清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重估項目的賬面總值及累計折舊或攤
銷處理方法。由於本集團並無使用重估模式計量該等資產，因此該等修訂
並無對本集團構成任何影響。



– 7 –

3. 會計政策的變動及披露（續）

(b) （續）

•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關連方披露：釐清管理實體（即提供關鍵管理人員服
務的實體）為關連方，須遵守關連方披露規定。此外，使用管理實體的實
體須披露就管理服務產生的開支。由於本集團並無接受其他實體提供的任
何管理服務，因此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構成任何影響。

(c)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頒佈的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年
度改進載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多項修訂。於本年度生效的修訂詳情如下：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釐清合營安排（而非合營企業）不屬於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範圍內，而此範圍豁免僅適用於合營安排自身
財務報表的會計處理。該修訂將於生效後應用。由於本公司並非合營安
排，且本集團於年內並無成立任何合營安排，因此該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構
成任何影響。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釐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所
述的組合豁免不僅適用於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亦可應用於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或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如適用）範圍內的其他合約。該修訂將
自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首次應用的年度期間開始起應用。由於本集團
並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組合豁免，因此該修訂並無對本集團
構成影響。

•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釐清須使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而
非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對輔助服務的描述，該描述區分投資物業與自有物
業）以釐定交易屬購置資產或業務合併。該修訂於生效後應用於收購投資
物業。由於本集團於年內收購投資物業並非業務合併，該修訂並不適用，
因此該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構成任何影響。

此外，本公司於本財務年度內採納有關財務資料披露的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修訂（參考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對財務報表的主要影響在於財務報表
內若干資料的呈列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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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其產品劃分為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可申報經營分部：

– 生產及銷售尿素

– 生產及銷售複合肥

– 生產及銷售甲醇

– 生產及銷售其他產品，如糠醇、未提煉甲醇、液態氨和氨溶液

按主要業務對業績的貢獻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尿素 複合肥 甲醇 其他 對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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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銷售給外部客戶 3,235,610 1,765,700 547,935 238,936 – 5,788,181
分部間銷售 401,771 9,745 1,788 9,434 (422,738) –
      

總收入 3,637,381 1,775,445 549,723 248,370 (422,738) 5,788,181
      

分部溢利 886,805 351,140 68,092 17,533 – 1,323,570
利息收入      25,619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55,080
未分配開支      (697,863)
財務成本      (228,190)
      

除稅前溢利      478,216
所得稅開支      (69,945)
      

年內溢利      408,271
      

其他分部資料：

出售物業、廠房
 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17,294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385,06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4,436
煤礦開採權攤銷      3,721
資本開支      1,62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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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尿素 複合肥 甲醇 其他 對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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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銷售給外部客戶 3,005,077 1,245,740 672,404 158,527 – 5,081,748
分部間銷售 118,441 27,376 1,579 178,389 (325,785) –
      

總收入 3,123,518 1,273,116 673,983 336,916 (325,785) 5,081,748
      

分部溢利 497,417 195,157 168,067 38,123 – 898,764
利息收入      14,657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41,615
未分配開支      (451,711)
財務成本      (218,020)
      

除稅前溢利      285,305
所得稅開支      (48,579)
      

年內溢利      236,726
      

其他分部資料：

出售物業、廠房
 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3,311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324,36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4,434
煤礦開採權攤銷      1,638
資本開支      2,50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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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指出售貨品並扣除相關稅項、退貨及折扣後的淨發票價值。

本集團的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銷售貨品 5,788,181 5,081,748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25,619 14,657
銷售副產品的純利 19,968 25,770
遞延補貼攤銷 4,605 3,673
補助收入 18,565 5,055
補償收入 9,774 6,801
租賃收入 1,932 –
其他 236 316
  

其他收入總額 80,699 56,272
  

6. 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銀行透支、其他貸款及融資債券
 （包括政府貸款）的利息 299,460 242,730
減：利息資本化 (71,270) (24,710)
  

 228,190 21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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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存貨成本 4,464,611 4,182,984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385,063 324,36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4,436 4,434
煤礦開採權攤銷 3,721 1,638
經營租約項下的最低租金付款：
 土地 1,792 1,422
 樓宇 2,239 2,239
 工廠 3,450 –
  

 7,481 3,661
  

核數師酬金 2,522 1,46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及花紅 341,614 306,837
 定期供款計劃的已供款部分 23,677 16,111
 福利開支 25,889 17,486
  

 391,180 340,434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1,021 –
未變現匯兌虧損，淨額 12,484 5,825
已變現匯兌虧損，淨額 1,13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17,294 3,311
  

8. 所得稅

本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於本年度須按17%（二零一四年：17%）的所得稅稅率繳
納稅項。

於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所在的國家現行的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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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續）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於中國內地須按所得稅稅率25%（二零一四年：25%）繳納稅項。
去年，其中一家於中國內地的附屬公司獲發高新技術企業證書，以肯定其科技創新
及使用先進的技術設備。該獎項使該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享
有較低所得稅稅率（即15%）的稅務優惠。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所得稅開
支之主要部分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中國
 年度稅項 85,671 53,66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6,037) (1,385)
遞延稅項 (9,689) (3,701)
  

本年度稅項開支總額 69,945 48,579
  

9. 股息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8.30分
 （二零一四年：人民幣6.00分） 83,000 60,000
  

於年內建議的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始可作
實。

10.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經調整
以反映二零一一年已發行的可換股債券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176,000,000股（包括已
發行的強制性可換股工具）（二零一四年：1,176,000,000股）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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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續）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得出：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母公司
 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408,780 240,796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包括已發行的強制性可換股工具） 1,176,000,000 1,176,000,000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物業、廠房及設備和預付土地租
賃款項等方面的資本性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1,366,000,000元，主要由以下各項組成：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現有生產設施升級（附註1） 133 209
擴展新疆心連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附註2） 818 1,084
新建四廠（附註3） 144 288
土地使用權及樓宇 271 49
  

總計 1,366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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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及預付款項（續）

附註：

1. 現有生產設施包括一廠、二廠及三廠以及本集團複合肥生產廠房。

2. 新疆心連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疆心連心」）為河南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本
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新疆心連心在中國新疆主要從事尿素、
複合肥、三聚氰胺、液氨及氨溶液的生產、銷售及買賣。瑪納斯天利煤業有限
責任公司（「天利」）及瑪納斯天欣煤業有限責任公司（「天欣」）為新疆心連心的全
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煤礦開採及煤炭銷售。

3. 四廠（「四廠」）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竣工，是二廠及三廠的擴展工程，擁有設計
年產能約800,000噸尿素。

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65,381 31,790
應收票據 900 4,570
  

 66,281 36,360
  

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於30至90日內清償，按其原有發票金額（即其於初步確
認時的公平值）確認。本集團的應收票據為免息及一般於90至180日內清償。貿易應
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以人民幣計值。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交易條款主要為預付款項，若干客戶或可取得信貸期。各客戶有
信貸期上限。本集團尋求維持對其尚未到期的應收款項的嚴格控制，以減低信貸風
險。逾期結餘會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鑒於上文所述，及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
分佈於大量分散的客戶，故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
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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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續）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於申報期末的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及已扣除撥備）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 20,326 3,267
1至3個月 32,163 3,479
3至6個月 9,513 8,700
6至12個月 1,494 15,921
12個月以上 1,885 423
  

 65,381 31,790
  

13.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於申報期末的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 108,352 67,929
1至3個月 19,433 12,772
3至6個月 2,551 3,811
6至12個月 3,852 6,008
12個月以上 6,041 5,054
  

 140,229 95,574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於30至90日內清償。貿易應付款項以人民幣計值。

14. 應付票據

本集團的應付票據平均於90至180日內到期，且為免息。應付票據以人民幣計值，
並以定期存款人民幣397,884,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491,713,000元）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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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I) 業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收入

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

人民幣5,082,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706,000,000元或約13.9%至約人民幣
5,788,000,000元。此項增加乃主要由於尿素及複合肥銷量增加。

尿素

尿素的銷售收入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3,005,000,000元增加約人民
幣231,000,000元或約7.7%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3,236,000,000元。
此項增加乃主要由於新疆心連心開始投產，尿素銷量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

1,958,000噸增加約227,000噸或約11.6%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2,185,000噸。
銷量上升被尿素平均售價下降約3.5%部分抵銷。

甲醇

甲醇的銷售收入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672,0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
124,000,000元或約18.5%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548,000,000元。此
項減少主要由於甲醇平均售價下跌約19.2%。

複合肥

複合肥的銷售收入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246,000,000元增加約人民
幣520,000,000元或約41.7%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766,000,000元。
此項增加乃主要由於擴展銷售網絡，令銷量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605,000
噸增加約215,000噸或約35.5%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820,000噸，以及由於
高效肥銷量增加，複合肥的平均售價增加約4.6%。



– 17 –

(I) 業務回顧（續）

盈利能力

整體毛利率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17.7%提高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
22.9%，乃由於尿素及複合肥的毛利率增加。此項增加被甲醇毛利率下降所部
分抵銷。

尿素

儘管尿素的平均售價下降約3.5%，但尿素銷售的毛利率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
的約16.6%增加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27.4%。尿素銷售的毛利率改善主要
是由於煤炭價格較低及四廠優異的經營表現，與二零一四財政年度比較將平均

銷售成本減低約16%。

甲醇

甲醇的毛利率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25.0%下跌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
12.4%。這主要是由於受國際能源價格疲弱影響，甲醇的平均售價降低所致。

複合肥

複合肥的毛利率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15.7%增加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
19.9%。該增加主要由於高效肥比重增加，導致平均售價提高約4.6%。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56,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25,000,000元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81,000,000元。此項增加主要由
於二零一五財政年度補助收入、銀行利息收入及補償收入分別增加約人民幣

14,000,000元、人民幣11,000,000元及人民幣3,000,000元。此項增加被銷售副
產品及廢品的純利減少約人民幣5,000,000元所部分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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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業務回顧（續）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98,000,000元增加約人民
幣149,000,000元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347,000,000元。此項上升
主要由於廣告開支、薪金、差旅及運輸開支、裝卸費及汽車維護費分別增加

約人民幣44,000,000元、人民幣34,000,000元、人民幣26,000,000元、人民幣
15,000,000元及人民幣15,000,000元。廣告開支增加是為了提升本集團產品的
品牌知名度，特別是提升高效肥的銷量。其他銷售及分銷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

本集團銷售網絡快速擴張及銷售量上升，如二零一五財政年度新疆項目開始投

產以及複合肥產能擴大。

一般及行政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43,000,000元增加約人民
幣74,000,000元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317,000,000元。此項增加主
要由於薪金及董事薪酬、福利及僱員供款、折舊及攤銷成本、研發及實驗室

開支、維修費用、顧問費及消耗品分別增加約人民幣30,000,000元、人民幣
16,000,000元、人民幣11,000,000元、人民幣6,000,000元、人民幣5,000,000元、
人民幣4,000,000元及人民幣3,000,000元所致。該等開支的增加與本集團的擴
張相符。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1,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22,000,000元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33,000,000元，主要由於出
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及未變現匯兌虧損淨額分別增加約人民幣

14,000,000元及人民幣7,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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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業務回顧（續）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18,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0,000,000元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28,000,000元，主要由於與二零
一四財政年度比較，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增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49,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21,000,000元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70,000,000元，乃由於本集團產
生的應課稅溢利增加所致。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二零一四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241,000,000元增加約
人民幣168,000,000元或約69.8%至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409,000,000
元。此乃主要由於毛利及其他收入及收益分別增加約人民幣425,000,000元
及人民幣25,000,000元所致。二零一五財政年度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
被銷售及分銷開支、一般及行政開支、其他開支及所得稅開支分別增加約

人民幣149,000,000元、人民幣74,000,000元、人民幣22,000,000元及人民幣
21,000,000元所部分抵銷。



– 20 –

(II) 財務狀況回顧

資產負債

本集團使用資產負債比率（負債淨額除以總資本加負債淨額總和）來監控資本。

本集團的政策是將資產負債比率維持在90%以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40,229 95,574
應付票據 998,738 906,76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193,612 1,344,779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8,805 1,704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4,458,951 4,024,519
其他應付款項 116,777 361
應付長期融資債券 800,000 450,000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81,355) (633,389)
減：已抵押存款 (397,884) (491,713)
  

負債淨額 6,737,873 5,698,600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001,017 2,674,955
減：法定儲備金 (275,880) (229,180)
  

總資本 2,725,137 2,445,775
  

資本和負債淨額 9,463,010 8,144,375
  

資本負債率 71.20% 69.97%
  

負債淨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應付長期融資債券、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

票據、應付關連公司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

已抵押存款。資本包括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減上述受限制法定儲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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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財務狀況回顧（續）

貸款

於一年內應付或按要求償還的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287,873 602,295 210,056 219,354
    

於一年後應付的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178,000 3,386,238 – 3,589,654
政府貸款 – 4,545 – 5,455
人民幣債券 – 800,000 – 450,000
    

 178,000 4,190,783 – 4,045,109
    

抵押品詳情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人民幣288,000,000元的短期貸款由
已抵押定期存款作抵押（二零一四年：人民幣21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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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景

二零一六年，受國際宏觀經濟低迷影響，從二零一五年第四季度以來國內尿素

市場步入低谷。較低的尿素價格會加速行業整合，淘汰更多的落後產能，使優

勢企業的競爭力更加明顯。由於國內農業對尿素產品剛性需求，預計尿素價格

會在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得到一定的改善。

經過二零一五年下半年的磨合，新投產的新疆項目將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成本

優勢。新疆項目採用了與四廠類似的最先進的生產技術，而且原料採購價格相

比現有的河南生產線採購成本更低。加上現有四廠，本集團水煤漿新技術產能

合計達到130萬噸，佔本集團尿素總產能的50%。

二零一六年，年產能60萬噸的硝基複合肥項目和年產能6萬噸的三聚氰胺項目
將陸續投產。隨著本集團產品差異化及低成本策略的持續推行，高效肥的銷售

佔比將不斷提高，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和市場競爭力亦將得到進一步提升。

(IV) 建議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建議末期

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8.30分（二零一四年：每股人民幣6.00分），惟建議
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本公司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始可作實。本公司

將就建議末期股息、股東週年大會，以及本公司股東名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

登記手續的時段（以釐定股東收取建議末期股息的資格）的詳情，適時另行刊

發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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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補充資料

1. 營運及財務風險

(i) 市場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市場風險包括主要產品平均售價變動、原材料（主要為

煤）的成本變動及利率和匯率的波動。

(ii) 商品價格風險

本集團亦面臨因產品售價及原材料成本波動而產生的商品價格風險。

(iii) 利率風險

本集團承擔的主要市場利率風險包括本集團受浮動利率影響的長期

債務承擔。

(iv)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收入及成本主要以人民幣計值。部分成本可能以港元、美

元或新加坡元計值。

(v) 通脹及貨幣風險

根據中國國家數據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於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漲約1.4%，而二零一四年亦
上漲約2.0%。中國的通脹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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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補充資料（續）

1. 營運及財務風險（續）

(vi)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監控其資金短缺的風險。本集團定期檢討其財務投資及金融

資產（例如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金融資產）的到期情況及經營業務的

預測現金流量。本集團的目標是通過使用銀行透支及銀行貸款，維

持資金持續及靈活性之間的平衡。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據於財務報表內所反映的借款的賬面值，本集團債務中約人民幣

890,0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29,000,000元）
或約16.9%（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7%）將於一年內到期。

(vii) 資產負債風險

本集團監控其資本比率，以支持其業務及最大化股東價值。本集團

根據經濟狀況變動管理資本結構以及就此作出調整。本集團可以透

過籌集新債或發行新股以保持或調整資本結構。於截至二零一五年

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管理資本的目標、政策或流

程概無任何變動。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負債

比率（負債淨額除以總資本加負債淨額總和）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約69.97%上升至約71.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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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重大訴訟及仲裁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未牽涉任何訴訟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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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補充資料（續）

4.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初步業績公佈的數

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載列的金額已由本集團核數師安永會

計師事務所同意。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所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國際會

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審核準則、國際審閱聘用準則或國際核證聘用

準則作出的核證聘用，故此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初步業績公佈作出

核證。

5.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

準則，並討論及檢討內部監控及申報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

6.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履行出色的企業管治，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

文，惟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上市發行人的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職位須予區
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兼任。劉興旭先生（「劉先生」）自本公司註冊成立以

來即為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董事會認為採用單一領導人結構符合

本集團的最佳利益，可確保本集團的決策流程不會受到不必要的阻礙及

確保本集團能有效及即時抓住商機。董事會認為，劉先生（負責本集團整

體決策方向和日常的業務運作）於業內擁有豐富的經驗，在本集團業務開

發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為本集團提供有力的領導及遠見。劉先生亦可確

保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及時分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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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補充資料（續）

6.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續）

劉先生作為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作出的重大決策都會經由董事會審

閱。他的表現及重選一事是由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審閱，而他的薪酬組合

則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審閱。

此外，董事會認為董事會由人數均衡的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

非執行董事）組成，以及設立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由

本公司全體或大部分獨立非執行董事所組成）監察本公司不同範疇的事

務，均已足夠保障權力與授權之間的平衡，並無任何個別人士有相當集

中的權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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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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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標準守則不時的修訂，作為本公司有關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董事會確認，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指定查

詢後，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標準

守則規定的準則。

8.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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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證券。

9.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6,665名（二零一四年：5,588名）
僱員。員工薪酬待遇乃經考慮市況及有關個人的表現後釐定，並可不時

予以檢討。本集團亦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壽險，並根據

合資格員工的表現及對本集團的貢獻，授出酌情獎勵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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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補充資料（續）

10.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的披露

本 公 佈 已 於 聯 交 所 網 站（http://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chinaxlx.com.hk）刊發。

 承董事會命

 中國心連心化肥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
 閆蘊華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興旭先生、閆蘊華女士及張慶金先生；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為廉潔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建源先生、李生校先生及
王為仁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