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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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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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內」）的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1,236,142 1,204,092
銷售成本  (864,939) (815,910)

   

毛利  371,203 388,182
其他收入及收益  34,031 15,875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40,605) (48,378)
行政開支  (73,141) (66,450)
已變現及未變現匯兌淨差額  (37,853) 1,049
持作買賣投資的已變現及未變現
 收益淨額  8,918 25,817
應佔合資公司溢利  699 763
財務費用 6 (59,508) (37,298)

   

除所得稅前溢利  203,744 279,560
所得稅開支 7 (75,196) (77,461)
   

期內溢利 8 128,548 20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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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開支，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估可供出售投資產生之虧損淨額  (6,950) (6,807)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76,513) (2,66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扣除所得稅  (83,463) (9,47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5,085 192,628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17,717 183,016
 非控股權益  10,831 19,083
   

  128,548 202,099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2,190 175,804
 非控股權益  2,895 16,824
   

  45,085 192,628
   

每股盈利：
 －基本 9 2.56仙 4.61仙
   

 －攤薄 9 2.55仙 4.5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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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05,487 172,739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807,801 1,863,009
 投資物業  120,911 125,436
 商譽  197,144 197,144
 無形資產  1,550 1,674
 採礦權  493,935 512,075
 支付專利對價款項  52,417 53,70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62,576 10,688
 於合資公司之投資  4,976 4,29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18 18
 可供出售投資  87,887 116,418
   

  3,034,702 3,057,194
   

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投資  8,537 10,842
 存貨  245,993 248,241
 土地使用權  5,116 4,42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
  及按金 12 590,786 607,036
 可退回所得稅  1,786 1,826
 持作買賣投資  10,899 38,726
 衍生金融資產  – 7
 應收一間合資公司款項  295 885
 銀行及現金存款  1,803,651 1,452,515
   

  2,667,063 2,36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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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減：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524,130 356,592
 應付所得稅  50,330 31,670
 借貸  296,936 152,810
 可換股債券  – 198,335
   

  871,396 739,407
   

流動資產淨值  1,795,667 1,625,09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830,369 4,682,285
   

減：非流動負債
 衍生金融負債  2,180 –
 遞延收入  67,885 69,552
 借貸  1,496,710 1,153,062
 遞延稅項負債  112,265 116,333
   

  1,679,040 1,338,947
   

資產淨值  3,151,329 3,343,33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1,756 101,986
 儲備  2,715,291 2,845,320
   

  2,817,047 2,947,306
 非控股權益  334,282 396,032
   

權益總額  3,151,329 3,343,338
   



5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農業肥料業
務、金屬鎂產品業務、煉鋼熔劑業務及電子產品業務。

本公司乃於2003年1月21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1961年法律3，經綜合及修訂）在開
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股份於2004年2月17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自2008年8月1日起，本公司的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均以港元（「港元」）為單位，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金額
均以近千位（「千港元」）計值。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獲董事會於2016年8月31日
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主板上市之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

之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須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於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會影響會計政策應用、以及資產
負債與收支呈報金額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於編製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之重
大判斷，以及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
應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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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不包括按公平值計算的投資物
業及若干金融工具。

本集團已首次於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的例外情況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收購於合資業務之權益之會計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措施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澄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修訂本）
2012年至2014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應用之會計政策亦無重大變動。

上述發展並未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以前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報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4. 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農業肥料產品 681,960 727,344

銷售金屬鎂產品 424,385 379,473

銷售煉鋼熔劑產品 18,919 39,218

銷售電子產品 110,878 58,057
  

 1,236,142 1,20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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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就資源調配及分部表現評估向本公司行政總裁（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資料側重於經營類別。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及申報的分部如下：

• 農業肥料業務

• 金屬鎂產品業務

• 煉鋼熔劑業務

• 電子產品業務

有關本集團之可報告分部資料於下文呈報。

(a) 分部收入及業績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農業肥料 金屬鎂 煉鋼熔劑 電子產品 
 業務 產品業務 業務 業務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681,960 424,385 27,269 110,878 1,244,492
分部間收入 – – (8,350) – (8,350)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681,960 424,385 18,919 110,878 1,236,142
     

分部業績 166,760 133,619 11,535 8,944 320,858
    

其他收入及收益     42,949
中央行政費用     (63,401)
已變現及未變現匯兌
 淨差額     (37,853)
應佔合資公司溢利     699
財務費用     (59,508)

     

除所得稅前溢利     20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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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農業肥料 金屬鎂 煉鋼熔劑 電子產品 

 業務 產品業務 業務 業務 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727,344 379,473 47,102 58,057 1,211,976

分部間收入 – – (7,884) – (7,884)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727,344 379,473 39,218 58,057 1,204,092
     

分部業績 182,206 135,434 17,938 (3,468) 332,110
    

其他收入及收益     41,692

中央行政費用     (58,756)

已變現及未變現匯兌
 淨差額     1,049

應佔合資公司溢利     763

財務費用     (37,298)
     

除所得稅前溢利     279,560
  

上文呈列之分部收入，乃代表外部客戶所產生之收入。本期間及以前期間之分部間收
入已對銷。分部間交易均按公平基準訂立。

可報告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指於並無分配中央行政費用
（包括董事薪酬）、已變現及未變現匯兌差異淨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應佔合資公司溢
利、財務費用及所得稅開支情況下各分部之業績。此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以供其
調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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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產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農業肥料業務 892,971 954,080

金屬鎂產品業務 1,859,779 1,772,216

煉鋼熔劑業務 675,446 692,714

電子產品業務 201,051 210,163
  

 3,629,247 3,629,173

未分配 2,072,518 1,792,519
  

 5,701,765 5,421,692
  

6. 財務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13,408 22,822

上市後償票據之利息 27,874 2,476

可轉換債券之利息 4,525 –

須於5年內全數償還之借貸的利息 9,879 8,278

須於5年後全數償還之借貸的利息 8,688 6,324
  

借貸成本總額 64,374 39,900

減：已於合資格資產成本資本化之金額 (4,866) (2,602)
  

 59,508 3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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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扣除╱（計入）的所得稅開支數額指：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76,495 79,226

 －其他 12 13
  

 76,507 79,239

遞延稅項 (1,311) (1,778)
  

 75,196 77,461
  

8.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撥備 716 –

撥回其他應收賬款減值 (5,905) –

折舊及攤銷 61,153 4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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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千港元） 117,717 183,016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601,518 3,966,224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仙） 2.56 4.61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是假設轉換所有攤薄性潛在普通股，以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
算。本公司有兩類攤薄性潛在普通股：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

就購股權而言，本公司按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之認購權貨幣值，計算若按公平值（以
本公司期內之股份平均市場價值釐定）能購入的股份數目。按上文所述計算的股份數目，
與假設行使購股權後所發行的股份數目作一比較。

就可換股債券而言，由於其具反攤薄效應及已於期內全數贖回（2015年：由於其具反
攤薄效應），故並未獲計入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中。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千港元） 117,717 183,016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601,518 3,966,224

就購股權作出調整（千股） 8,256 77,651
  

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609,774 4,043,875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2.55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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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股息（2015年：零港元）。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購置了約40,038,000港元（2015年：190,780,000港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515,801 472,513

應收票據 7,843 4,597

預付款項及按金 29,243 90,394

其他應收款項 36,364 34,075

存放於財務機構之存款 1,535 5,457
  

 590,786 607,036
  

於報告日期，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以內 258,919 153,993

31至60日 145,416 134,466

61至90日 79,221 148,799

超過90日 32,245 35,255
  

 515,801 472,513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不超過180日（2015年：不超過18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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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185,212 104,520

應付票據 1,100 –

預收款項 14,646 33,358

撥備 999 945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322,173 217,769
  

 524,130 356,592
  

於報告日期，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以內 117,581 83,409

31至60日 36,198 5,127

61至90日 10,627 5,694

超過90日 20,806 10,290
  

 185,212 104,520
  

14. 附屬公司之擁有權之權益變動

期內，本集團透過向非控股股東收購及將墊付予子公司之貸款撥充資本，獲取了數間子公
司之額外股本權益。由於上述交易，本集團分別確認減少非控股權益約64,645,000港元和減
少其他儲備約109,15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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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2016年上半年（「期內」）全球經濟維持疲軟態勢。美國經濟增速放緩，歐洲經濟反
彈未見明顯，日本面臨日元升值和通縮困擾，雖然新興經濟體略有復蘇，但總體
上仍較疲弱。同期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錄得同比增長6.7%，經濟運行基本平穩。儘
管期內本集團金屬鎂及農業肥料業務銷售量錄得上升，但銷售收入受原材料價格
下跌及人民幣匯率貶值而部分抵銷，惟總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仍能維持平穩。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世紀陽光」或「本公
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整體收入上升2.7%至1,236,142,000港元
（2015年：1,204,092,000港元），整體毛利率錄得30.0%（2015年：32.2%）。金屬鎂
產品業務之期內收入為424,385,000港元（ 2015年：379,473,000港元），同比增長
11.8%，佔本集團總收入34.3%（ 2015年：31.5%）；農業肥料業務之期內收入為
681,960,000港元（ 2015年：727,344,000港元），同比下降6.2%，佔本集團總收入
55.2%（2015年：60.4%）。期內，受整體商品價格下調影響，金屬鎂及農業肥料業
務之銷售價格較為波動，但兩項業務之毛利率僅輕微下降，反映本集團成本控制
效益顯著。

農業肥料業務

本集團農業肥料產品主要包括複合（混）肥料及生物有機肥料兩大系列。期內，農
業肥料業務為本集團貢獻收入約681,960,000港元（2015年：約727,344,000港元），
平均毛利率約27.6%（2015年：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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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從事研發、生產和銷售生態農業肥料多年，其產品於業內享負盛名，旗下
擁有「綠滴」、「樂呵呵」、「湛藍」、及「豐收」等多個品牌，銷售遍佈全國20個省區。
近年來，擴大使用環保、高效新型肥料正逐漸成為現代農業用肥的新趨勢，對本
集團生態肥料業務的發展十分有利。為實現將本集團農業肥料業務發展到中國肥
料行業前列之戰略目標，本集團於期內繼續積極擴充產能規模。本集團將於江西
省瑞昌市新建設年產能達140萬噸的肥料生產線、專屬貨物裝卸碼頭及其配套項目，
新增的140萬噸產能主要產品包括硅鎂複合肥產品及全水溶性肥料等新型肥料產品。
而新廠房的所在地瑞昌市作為江西省重要的工業城市，毗鄰長三角、珠三角和閩
東南三大沿海經濟圈，濱臨長江南岸，連接京九和京廣兩大鐵路網絡，水陸交通
均極為便利。此外，新建肥料生產線將採用先進技術，充分利用項目所在地便捷
的水陸交通條件，從而可大幅降低運輸及生產成本。該新建項目第一期年產能80

萬噸的肥料生產線計劃於2018年內建設完成，第二期年產能60萬噸的肥料生產線
按計劃也將於2019年建設完成。該項目的建成投產，本集團銷售網絡既可以覆蓋
南方市場，也可與江蘇生產基地所覆蓋的北方市場形成產品互補，市場對接，更
有利於本集團進一步拓寬銷售網絡和提升客戶群的全覆蓋能力。

與此同時，本集團位於江蘇省的生產基地，通過對原有設施的部分技術改造，已
於2015年首季度成功擴建年產能30萬噸的生產線並正式投產，預料到今年農業肥
料業務年產能將達到85萬噸，加上江西基地新建140萬噸產能，本集團未來肥料總
產能將超過200萬噸。隨著中國健康食品產業和有機農業產業的推廣和普及，綠色
生態肥料行業將迎來更加穩健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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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綠色生態肥料行業引領者，本集團積極落實產能擴張。於2016年8月3日收市
後，本集團宣佈簽訂一項收購協議，收購中國馳名複合肥企業－山東紅日阿康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紅日阿康」）50.5%股權。紅日阿康於1965年成立，前身為國有
企業，2002年俄羅斯知名肥料生產商阿康集團成為其控股股東。紅日阿康作為中
國硫酸鉀複合肥技術的發明者與硫酸鉀複合肥行業的領導者，成為中國硫酸鉀複
合肥技術領先一代的標誌性企業。紅日阿康現時擁有9條主要生產線，主營加工及
生產複合（混）肥料，年產能合共約為820,000噸。紅日阿康擁有5項自行研發之肥
料生產技術專利，其著名品牌「豔陽天」及「東方紅」能為本集團帶來產品多元化及
產品互補之競爭優勢。2016年8月18日，紅日阿康舉行復產儀式，預期今年啟動6

條生產線，2017年啟動全部9條生產線。紅日阿康基礎穩固及底蘊深厚，世紀陽光
成功收購紅日阿康後，與本集團現有位於江蘇省及江西省之生產基地的技術、市
場，產品將形成互補並產生協同效應，基本實現國內生態複合肥產業於北部、中
部、南部生產基地佈局和市場覆蓋，進一步提升企業價值，快速加大本集團經營
規模和加快肥料業務增長。

金屬鎂產品業務

本集團金屬鎂產品業務主要包括基礎鎂產品及稀土鎂合金產品。截至2016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金屬鎂產品業務為本集團貢獻收入424,385,000港元（ 2015年：
379,473,000港元），按年增長11.8%。

中國的金屬鎂產量、鎂資源儲量及金屬鎂出口量均為全球第一，中商產業研究院
大數據庫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鎂合金產量為41.5萬噸，消費量為30萬噸。鎂是
製造工業中使用的最輕金屬結構材料，同時鎂具有良好的循環再利用性能，為新
一代「綠色環保」材料。鎂合金現時主要應用除了交通領域外，也應用在移動電話、
筆記本電腦外殼、飾件等壓鑄產品，同時於汽車、家電製造等行業的應用也愈見
廣泛。隨著下游需求的快速增長，鎂合金行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將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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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作為行業的領先企業，自2008年以來已投入大量資源於鎂合金項目的研究
與開發。目前集團擁有品質優良、儲量豐富的白雲石礦產資源，建成了設備先進
的原鎂及鎂合金生產基地，並擁有多項高性能鎂合金工藝和製備方法技術專利的
獨佔使用權，完全實現了上游資源自主供應與下游生產能力相互配套的緊密鏈結，
為鎂業務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動力。

本集團附屬公司權智（國際）有限公司（「權智」，股份編號：601）位於新疆的鎂製
品生產商之已建成的鎂產品及蘭炭生產線年產能分別為1.5萬噸及60萬噸。其中，
金屬鎂生產線經過調試後，已於期內成功開始投入生產。權智之新疆生產基地金
屬鎂規劃總產能最高達10萬噸，該擴建項目完成後連同現有產能，本集團未來金
屬鎂總產能有望達到17.5萬噸，進一步提升本集團於金屬鎂行業中的市場地位，
亦將帶動本集團金屬鎂業務整體業績的快速增長，令集團成為全球金屬鎂行業的
領導者。

其他業務

本集團的其他業務包括煉鋼熔劑及電子產品業務。本集團擁有的優質蛇紋石礦產
資源既是硅鎂肥產品的重要生產原料，也是冶煉鋼鐵不可或缺的輔助材料。在確
保硅鎂肥生產原料供應充足穩定的前提下，本集團適當銷售部份蛇紋石予國內大
型鋼鐵企業以獲得持續穩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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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隨着科技革命迅猛發展，新材料產品日新月異，產業升級、材料換代步伐亦相應
加快。在國家大力提倡節能減排的大前提下，材料的低碳、綠色、可再生循環等
環境友好特性受到廣泛關注。作為中國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和「中國製造2025」重點
發展的十大領域之一，新材料是整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產業基礎。中國政府對新
材料產業的發展高度重視，展望未來，眾多推動新材料產業發展的措施即將出台，
鎂合金作為新材料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未來發展潛力十分巨大。同時國家亦積極
推動發展環保、綠色、有機農業和農業現代化，使生態肥料市場面臨新商機。

本集團將充分利用領先的專利技術和市場優勢，全力推動金屬鎂產品業務的擴產
計劃及發展國際鎂產品市場，並將同步加快實現肥料產能的擴充。本集團預計下
半年中國經濟增長將保持平穩，低端產品可能持續受壓，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實
行產品差異化市場策略，致力研發更多滿足市場需求的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以
進一步進佔行業前列地位，努力為股東創造更好的回報。

主要營運數據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主要營運數據與2015年同期數據比較如下。
下表所列的主要業務佔本集團於期內的總營業額超過89%。

(a) 銷售量：

 2016年 2015年 增加
 噸 噸 %

農業肥料業務 321,847 297,150 8.3
   

金屬鎂產品業務 16,013 11,184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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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平均售價：

 2016年 2015年 減少
 港元╱噸 港元╱噸 %

農業肥料業務 2,119 2,447 (13.4)

金屬鎂產品業務 25,510 32,768 (22.1)
   

(c) 毛利率：

 2016年 2015年 減少
 % % 百分點

農業肥料業務 27.6 28.5 (0.9)

金屬鎂產品業務 30.7 34.9 (4.2)

本集團之整體毛利率 30.0 32.2 (2.2)
   

財務回顧
營運收入及毛利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集團的總收入約為1,236,142,000港元，同比增加約
2.7%。本集團之兩項主營業務：肥料及鎂產品業務的收入分別為681,960,000港元
及424,385,000港元，佔總營業額約89.5%。

肥料業務收入同比減少約6.2%至681,960,000港元，這主要是由於人民幣貶值之影
響，若扣除這因素，肥料業務收入和去年持平。期內，複合肥的平均價格受市場
影響而下跌約10.6%，但肥料整體總銷售量提升了約8.3%，因此抵銷了肥料收入
之下降。由於複合肥平均價的下降，所以肥料業務的毛利亦下降了約0.9個百份點。

鎂產品業務收入同比增加約11.8%至424,385,000港元，若扣除人民幣貶值之影響，
則同比增加約18.9%。這主要是因為銷售量同比增加約43.2%。期內，集團亦開展
了鎂產品的貿易業務，為集團銷售收入帶來新來源。基礎鎂產品銷量同比增加了
約76.0%，由於基礎鎂產品之佔比提升，金屬鎂產品之平均價格及毛利分別被拉
低了約22.1%及4.2個百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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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約為40,605,000港元，同比減少約16.1%。銷售及市場推廣費
用主要包括運輸費、薪資及傭金。減少主要因煉鋼熔劑銷售量減少，運輸費亦相
應減少。

行政開支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73,141,000港元，同比增加約
10.1%。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薪酬、折舊及攤銷、審核及專業費用、研究及開發
和租賃等費用。行政開支的增加主要來自權智集團之加入。

本集團於2015年2月底完成收購權智集團，其亦於2015年年底收購了位於新疆的鎂
業務，並已於期內開始營運，因此新業務令同比行政開支增加。

匯兌差額

基於期內人民幣及新加坡元之匯率劇烈波動（其中新加坡元相比年初升了超過5%），
令集團於期內錄得約37,853,000港元之已變現及未變現匯兌虧損。這主要來自按
會計準則於期末重新換算新加坡元上市後償票據之匯兌虧損。此票據將於2018年
6月才到期，因此屬未變現之虧損。未變現之匯兌虧損對本集團並無任何即時不
利現金流出影響。本集團將不時檢討及評估外匯風險，以減低任何可能變現之匯
兌虧損。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34,031,000港元，同比增加約114.4%，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及銷
售廢料，分別約為12,827,000港元及7,898,000港元。

利息開支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集團的總利息開支約為59,508,000港元，同比增加
約59.5%。利息開支的增加，主要因為集團於新加坡的上市後償票據於2015年6月
及8月發行，本期之上市後償票據利息開支約為27,874,000港元（2015年：約2,476,000

港元）。利息開支約佔收入之4.8%（2015年：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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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集團的稅後利潤約為128,548,000港元，同比下跌約
36.4%。誠如上述分析，主要因期內之未變現之匯兌虧損及新業務之固定開支所致，
實際上主營業務的整體毛利率僅輕微下降約2.2個百份點。未變現之匯兌虧損對本
集團並無任何即時不利現金流出影響。預期若下半年美聯署加息，美元兌新加坡
元匯率將可能轉強，有關之未變現之匯兌虧損將會收窄。本集團將不時檢討及評
估外匯風險，以減低任何可能變現之匯兌虧損。此外，新業務開展順利，預期可
於下半年逐步提升產銷量，增加毛利貢獻，達致更有經濟效益之規模。改善下半
年之盈利狀況。

流動資金、負債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流動資金主要來自經營活動及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於2016年6月30日，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合共約1,803,651,000港元（於2015年12月31日：約
1,452,515,000港元）。

相比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於2016年6月30日之總借貸及流動資產淨值分別增加
了約19.2%及10.5%。而本集團於2016年6月30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總借貸除總資產）
約31.5%（於2015年12月31日：約27.7%）。

本集團現有之現金資源連同經營活動產生之穩定現金流量足以應付其業務需要。

匯率風險管理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香港經營業務，故此承受外匯風險，主
要涉及港元、人民幣、美元、新加坡元及澳元。外匯風險源於未來商業交易、已
確認資產及負債、以及外國經營的投資淨額。本集團現時並無對沖外匯風險。本
集團將定期檢討以港元以外之貨幣持有之流動資產及負債以評估外匯風險並於必
要時考慮使用對沖工具。

資產抵押

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土地使用權和銀行存款已抵押予銀
行以取得借貸，已抵押資產的賬面值分別約為157,143,000港元、118,756,000港元
和20,000,000港元（於2015年12月31日：分別約為163,650,000港元、114,167,000港
元和24,58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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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易

(a) 於2016年4月26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作為發行人）、萬鈦投資有限公司（建
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投資方）及池先生（作為
義務人）訂立認購協議，以發行本金額為232,000,000港元之固定票息可轉換
債券。有關詳情請參閱本集團於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之相關公告及通函。
相關可轉換債券已於2016年5月4日正式發行。

(b) 於2016年8月3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龍翔企業有限公
司（作為買方）與興富控股有限公司（一所由本公司前執行董事楊玉川先生間
接持有之公司）（作為賣方）及Acronagrotrans Ltd（作為目標公司，其直接持有
紅日阿康之50.5%權益）訂立收購協議，據此，買方有條件同意購買而賣方有
條件同意出售於目標公司之全部權益，現金代價為1美元（相當於約7.76港元），
須根據收購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於完成時支付。詳情請參閱本集團於2016年8

月4日於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之相關公告。

或然負債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結構

於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91,959,537港元，分為4,597,976,843股，每
股面值0.02港元（於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92,189,737港元，分為
4,609,486,843股，每股面值0.02港元）。

人力資源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所僱用之員工數目約為2,340名（於2015年12月31日：2,430

名）。本集團根據員工之表現、工作經驗和現時市場情況訂定彼等之薪酬。員工
福利包括醫療保障、界定供款退休計劃、酌情花紅和僱員購股權計劃。本集團並
無發生任何導致正常業務運作受影響之勞資糾紛或僱員數目重大改變。董事們認
為本集團與僱員關係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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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以總代價4,210,950港元（未計費用）按每股介乎0.345港元至0.395港元
之價格於聯交所購回11,51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購回之股份
已於2016年2月26日註銷。因此，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已相應按該等股份之面值予
以削減。購回股份應付之溢價已於本公司股份溢價帳支銷。上述購回為董事會根
據股東授權而進行，藉以提高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使股東整體受惠。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整個期內，本公司已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4之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a) 根據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董事會主席
於2016年5月19日因公出差，故彼無法出席於該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本
公司之執行董事沈世捷先生已出席上述股東週年大會以回答股東提問。

(b)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大會，
並對股東之意見有公正的瞭解。非執行董事郭孟勇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鄺
炳文先生及盛洪先生因公出差而無法出席於2016年5月19日舉行的股東週年
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作為
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而彼
等亦已書面確認，彼等於期內已遵守行為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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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2004年1月成立。於2016年6月30日，審核委員會有三名成員，分別
為鄺炳文先生、盛洪先生及劉智傑先生。鄺炳文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旨在審閱本集團之財務報告、內外審計以及內部監控之效用，並向董
事會提供建議。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審核委員會舉行兩次會議，以審閱
本公司報告及賬目，並向董事會提出意見及建議。

本集團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審核
委員會審閱，而審核委員會認為，編製該等財務報表的方法符合適用會計準則，
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現時由四名成員組成，分別為鄺炳文先生、沈世捷先生、盛洪先生及
劉智傑先生，大部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之職能為制訂一套具透明度
的程序，以制定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和福利政策。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沈世捷

香港，2016年8月31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池文富先生、沈世捷先生及池碧芬女士

非執行董事： 郭孟勇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鄺炳文先生、盛洪先生及劉智傑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