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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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Flat Glass Group Co., Lt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碼：6865）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1,445,687 1,522,478 -5.0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07,636 331,444 -37.35%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11.54 18.41 -37.35%

每股普通股擬定的中期股息（稅前） 2.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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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之董事（「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445,687 1,522,478

銷售成本 (1,040,723) (962,409)
  

毛利 404,964 560,069

其他收入及開支 4 17,154 28,973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4,623) 20,138

分銷及銷售開支 (66,098) (48,800)

行政及一般開支 (43,431) (50,543)

研發費用 (55,881) (51,013)

財務費用 6 (111) (28,871)
  

除稅前利潤 251,974 429,953

所得稅開支 7 (44,338) (98,509)
  

期內利潤 8 207,636 331,444
  

每股收益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10 11.54 18.41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以上將重新類進損益：
 外幣折算差異 (12,253) –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195,383 33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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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80,055 1,633,911

預付租賃款項 313,462 320,548

預付款項及無形資產 186,008 196,053

可供出售投資 4,000 4,000

遞延稅項資產 23,172 31,145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179,525 44,302
  

2,386,222 2,229,959
  

流動資產
存貨 260,801 257,67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437,627 1,173,965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20,000

衍生金融工具 199 749

預付租賃款項 7,165 7,744

已抵押銀行存款 90,824 55,918

銀行結餘及現金 556,294 720,612
  

2,352,910 2,236,66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11,632 927,175

應付股息 70,200 –

借款 404,520 335,370

遞延收益 14,421 14,229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 26,279

稅項負債 76,635 61,670

衍生金融工具 3,722 1,372

有關收購一年內到期的採礦權的長期應付 – 23,915
  

1,581,130 1,390,010
  

流動資產淨值 771,780 846,65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58,002 3,07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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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2 18,816 100

遞延收益 56,354 62,216

收購採礦權長期應付款項 – 56,650
  

75,170 118,966
  

資產淨值 3,082,832 2,957,64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50,000 450,000

儲備 2,632,832 2,507,64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082,832 2,95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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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安全生產費 外匯儲備
權益結算僱員

福利儲備
法定

盈餘儲備 留存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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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i） （附註 ii）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450,000 618,951 3,982 – 3,277 257,385 1,239,180 2,572,775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331,444 331,444

轉讓 – – 466 – – – (466) –

股息 – – – – – – (129,600) (129,600)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50,000 618,951 4,448 – 3,277 257,385 1,440,558 2,774,619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450,000 618,951 6,748 7,430 3,277 310,705 1,560,538 2,957,649

期間利潤 – – – – – – 207,636 207,636

期間其他全部支出 – – – (12,253) – – – (12,253)
        

期間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12,253) 207,636 195,383

轉讓 – – 1,380 – – – (1,380) –

股息（附註 9） – – – – – – (70,200) (70,20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50,000 618,951 8,128 (4,823) 3,277 310,705 1,696,594 3,082,832
        

附註：

(i)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若干主要管理人員認購本公司 4.41%的新發行股份，帶來權益結算僱員福利儲備。於二零
零九年，本集團確認約人民幣 3,277,000元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即該等股份的公允價值與本公司收取的
代價之間的差額。

(ii) 根據本公司及其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該等中國實體須將其按中國公司法釐定的淨利的10%轉
入法定盈餘儲備，直至儲備結餘達致股本的50%為止。於向股東分派股息之前須進行上述儲備調撥。該儲備金可
用於抵銷累計損失或增加資本，除進行清算外不可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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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17 2016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60,233 491,152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4,438 9,768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72,391) (106,137)

購置無形資產之付款 (56,760) (56,650)

購置土地使用權之付款 – (10,419)

存入已抵押銀行存款 (119,663) (113,374)

購買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30,000) –

處置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收入 50,000 –

處理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衍生工具收入 3,499 –

支付金融衍生工具 (557) –

與資產相關的政府補助收入 1,500 –

解除已抵押銀行存款 84,757 136,60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35,177) (140,206)
  

融資活動
來自銀行及其他借款的所得款項 316,336 521,742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款 (228,470) (946,989)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支出 (26,279) –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收入 – 61,000

已付利息 (25,104) (39,390)

支付股息 (17,325) –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9,158 (403,6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55,786) (52,691)

期間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20,612 921,975
  

匯率變動影響 (8,532) –

期間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表示 556,294 869,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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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公司法於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於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H股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香港上市」）。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址均位於中國浙江省嘉興市秀洲區運河路 1999號。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二十九日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章）第 16部登記為非香港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活
動為從事玻璃產品生產及銷售。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報，該貨幣為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子公司營運業務所在之主要經濟環
境之貨幣（與本公司功能貨幣相同）。

2. 主要會計準則

除了一些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了以下描述外，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本集團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在編製過程中所使用的會計準則和計算方法是一致的。

在本中期，本集團首次應用了一些在本年度中期開始正式有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

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這些修訂在本中期，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披露或報告的金額，並沒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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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和分部資料

本集團從事玻璃產品的生產與銷售。本集團以有關不同產品的內部報告為基準識別營運分部，相關報告乃由本
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以便將資源分配至各分部並評估其表現。

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本集團為客戶提供商業化的分佈式電站項目的工程總承包 (EPC)服務。

因此，內部報告基於銷售合約條款，包括六種產品類型，即光伏玻璃、家居玻璃、工程玻璃、浮法玻璃、採礦
產品和工程總承包服務。然而，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以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工程總承包服務既無收益也無分佈結果。這些產品構成了本集團報告部分信息的基礎。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光伏玻璃銷售 1,010,905 1,156,525

家居玻璃銷售 161,714 141,867

工程玻璃銷售 94,446 92,090

浮法玻璃銷售 162,962 128,735

採礦產品銷售 15,660 3,261

EPC服務銷售 – –
  

總收益 1,445,687 1,522,478
  

分部業績
光伏玻璃銷售額 311,009 484,320

家居玻璃銷售額 38,958 39,560

工程玻璃銷售額 18,278 22,728

浮法玻璃銷售額 32,688 12,696

採礦產品銷售額 4,031 765

EPC服務銷售額 – –
  

分部業績總計 404,964 560,069
  

其他收入、開支、收益及虧損 12,531 49,111

銷售及營銷開支 (66,098) (48,800)

行政開支 (43,431) (50,543)

研發開支 (55,881) (51,013)

財務費用 (111) (28,871)
  

除稅前利潤 251,974 429,953

所得稅開支 (44,338) (98,509)
  

期間利潤 207,636 33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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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報之分部收益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期內並無分部間銷售額。

分部業績指相關產品的收益減銷售成本。此乃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關乎資源分配及績效評估之指標。

主要經營決策者不會出於資源分配及績效評估之目的，按營運分部審閱資產及負債。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營運及非流動資產主要位於中國，即相關集團實體所在地。

下表列示了本集團在本期間根據直接客戶所在地，外部客戶收益的地理位置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集團實體所在地：
中國 870,002 806,995

其他海外國家：
日本 111,785 235,425

亞洲其他國家（不包括中國及日本） 252,216 354,841

歐洲 97,198 70,701

北美洲 99,100 38,926

其他 15,386 15,590
  

1,445,687 1,52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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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
 －資產相關政府補助撥回 7,171 7,567

 －其他（附註） 5,845 11,638
  

13,016 19,205

捐贈 (300) –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438 9,768
  

17,154 28,973
  

附註： 該金額是由中國當地政府部門授予本集團的補助。政府補助已取得中國當地政府機構的批准，並無附加
條件。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 8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449) 24,226

呆賬撥回（撥備）淨額 (3,044) 4,349

處置廢料的收益 3,066 2,764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公允價值變動 – (10,692)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動 42 –

其他 762 (589)
  

(4,623) 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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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 7,657 24,954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收購採礦權的長期應付款項
  －本期間 329 3,917

  －撥備（附註） (7,875) –
  

財務費用總計 111 28,871
  

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已根據與當地政府部門簽訂的購買採礦權的協議，提
前確定了應付款項，根據收購協議本集團應承擔參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貸款基礎利率的利息。根據與
地方政府部門簽訂的有關還款的補充協議，地方政府部門同意修改利率，使得沖回人民幣 7,875,000元利
息費用。應付款項和利息已在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支付完畢。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費用：
 中國企業所得稅 32,967 97,823

 補繳（退繳）上年所得稅 3,398 (2,898)

遞延所得稅費用 7,973 3,584
  

44,338 98,509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相關應課稅利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越南國內的法定稅率是估計應課稅溢利的 20%。本集團子公司福萊特（越南）有限公司（「福萊特越南」）從開始盈
利的第一年起的四年內享受免收入所得稅的優惠。福萊特越南在當年沒有應課稅溢利，因此不提供利潤稅。

在中國設立的子公司，除下列享有一定的稅收減免和免除外，適用 25%的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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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核准為高新技術企業，從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八年適用稅率為 15%。

浙江嘉福玻璃有限公司（「浙江嘉福」）

浙江嘉福於二零一六年被核准為高新技術企業，享受 15%的適用稅率到二零一八年。

嘉興福萊特新能源技術有限公司（「嘉興福萊特」）

根據財稅 [2012]10號《財政部國家稅務局關於公共基礎設施和環境保護節能節水項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問題的
通知》，嘉興福萊特於首三個經營年度享有所得稅豁免，隨後三年享受稅收減半。嘉興福萊特的首個營運年度於
二零一四年開始。因此，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嘉興福萊特的適用稅率為 12.5%，二零一六年度，嘉
興福萊特的適用稅率為零。

8. 期內利潤

除稅前利潤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0,840 106,064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0,155 1,801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3,826 2,207
  

折舊及攤銷總額 114,821 110,072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 95,586 91,81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7,399 7,008
  

102,985 98,818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041,625 961,393

經營性房屋租賃款項 130 87

存貨減值（沖回） (902)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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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二零一六財政年度的每股普通股為人民幣 3.9分總額為人民幣
70,200,000元之末期股息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三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批准。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二零一五財政年度的每股普通股為人民幣 7.2分總額為人民幣
129,600,000元之末期股息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批准。

於本中期期間末後，董事已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2.4分
（約等於 2.8港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5.5分），惟須待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207,636 331,444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千股） 1,800,000 1,800,000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內，本集團並無潛在發行在外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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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707,731 646,731

減：應收款項呆賬撥備 (60,131) (57,117)
  

647,600 589,614

應收票據 719,052 533,81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 1,366,652 1,123,432

預付貨款 47,380 33,317

其他可收回稅項 21,574 14,937

其他應收款項 5,021 5,279

減：其他應收款呆賬撥備 (3,000) (3,00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437,627 1,173,965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的信用期介乎 30至 90日。以下為基於向客戶交貨日期（與確認收益之各自日期相若）呈
列貿易應收款項（經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以內 527,607 505,645

逾 3個月至 1年以內 114,648 77,975

逾 1年至 2年以內 4,531 4,537

逾 2年至 3年以內 814 1,457
  

647,600 58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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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借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銀行及其他貸款 411,336 323,470

無抵押銀行貸款 12,000 12,000
  

423,336 335,470
  

定息借款 68,520 –

浮息借款 354,816 335,470
  

423,336 335,470
  

減：流動負債項下的借款總額 (404,520) (335,370)
  

  非流動負債項下的借款總額 18,816 100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概覽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和銷售各種玻璃產品，包括光伏（「光伏」）玻璃、浮法玻璃、工程玻璃和家居
玻璃。從戰略角度考慮，本集團的生產設施位於中國浙江省嘉興市。本集團主要向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而就本公告而言，不包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日本、新加坡、
韓國、台灣、德國和美國客戶銷售玻璃產品。

全球光伏需求保持強勁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光伏組件價格持續下降，光伏發電成本與其他發電成
本的差異進一步縮小，全球光伏市場發展強勁。根據德國太陽能行業協會 (Bundesve rband 

Solarwirtschaft e.V.) 的統計數據，二零一六年全球光伏新增光伏裝機 70吉瓦，較二零一五年增長
約 30%，全球光伏系統累計裝機容量約 300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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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日本和美國這三大重要市場的太陽能裝機新增需求保持穩定，但二零
一七年全球裝機總需求料將繼續增加。根據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預
測，二零一七年印度、拉美和東南亞可能給全球需求帶來新的動力，總需求將由此增至 7.86萬兆
瓦，超過二零一六年的需求量。

根據Mercom印度研究公司報道，二零一六年度印度新增裝機容量 4.3吉瓦，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印
度新增太陽能裝機 4.8吉瓦，並且印度正在向實現全年裝機 10.5吉瓦的目標努力。印度光照資源豐
富，同時又能源短缺，新的領導上臺後，將太陽能視為印度能源供給的「終極解決方案」，並提出
了到二零二零年實現100吉瓦光伏裝機的遠景目標。目前，印度約有12.2吉瓦容量的太陽能項目在
建設，6.3吉瓦的容量待拍賣。

中國光伏產業快速發展

受國家政策鼓勵的影響，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光伏安裝市場保持快速發展。根據國家能源局
（「國家能源局」）的資料，二零一六年，中國光伏發電新增裝機容量34.54吉瓦；二零一七年上半年
新增光伏發電裝機量為 24.4吉瓦，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增長 9%。根據國家能源局發佈的《關於可
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實施的指導意見 2017-2020》，計劃新增光伏發電裝機 86.5吉瓦（不包
括分佈式光伏電站），根據國家能源局發佈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計劃在十三五期間新增
分佈式光伏電站 60吉瓦，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十三五期間，中國已於二零一七年上半
年完成分佈式光伏電站約 11.4吉瓦。

擴大光伏玻璃產能

為了進一步滿足本集團光伏玻璃客戶的訂單需求，本集團計劃在中國安徽及越南海防建立光伏玻
璃生產基地。

就本集團在中國安徽省建立年產900,000噸光伏玻璃的光伏玻璃生產及加工設施的拓展而言，於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 (i)廠房基建工作一切順利；及 (ii)基本完成主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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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採購預定工作，設備已陸續進入現場進行安裝。預期兩個熔窖將分別於二零一七年第四季度及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投產。

就本集團在越南海防建立光伏玻璃生產及加工設施而言，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已 (i)開始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ii)向供應商預計關鍵生產設施。預期越南設施將於二
零一八年投入運營，並於二零一八年開始商業生產。

工程玻璃發展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年加工能力 5.8 百萬平方的新型Low-E 玻璃生產線已順利投產，提升
了本集團工程玻璃的經營業績，提升了本集團在工程玻璃領域的市場影響力以及優化了本集團的
產品機構。

就本集團將現有 600噸浮法玻璃熔窑轉變為年產能為 100,000噸的在線低輻射玻璃生產線而言，於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 (i)開展後端工藝改造；及 (ii)向供應商預計關鍵生
產設施，預計將於二零一八年投入運營。

新產品研發

近年來，分佈式光伏發電系統裝機發展迅速，光伏組件最終用戶對光伏組件的外觀、耐候性及轉
換效率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光伏組件生產商對於光伏玻璃生產商也提出了更多樣化的需
求，如光伏玻璃更高的透光率、光伏玻璃的表面強度、光伏玻璃的表面色差及光伏玻璃的自潔性
等。通過自主研發及加強與外部科研單位的合作，本集團已根據客戶的多樣化需求，成功研製出
多種特殊鍍膜液，滿足了客戶的個性化需求。

業務展望及前景

未來，本集團計劃繼續優化本集團的產品組合，計劃將現有 600噸浮法玻璃熔爐轉變為年產能為
100,000噸的在線低輻射玻璃生產線，從而調整產品組合，以利用節能材料的增長機遇，亦可滿足
客戶日益增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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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下半年，受補貼下降及美國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預期二零一七年的全球光伏發電新
增裝機容量的增長速度明顯放緩。為了進一步降低光伏發電成本，作為上游的光伏玻璃生產廠商
面臨較大的價格壓力，一些光伏玻璃生產廠商可能計劃通過新建或改造大型熔窑的方式來提升生
產效率和降低生產成本，預計行業即將進入淘汰落後產能的整合階段，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本集團中國安徽及越南海防光伏玻璃生產基地的建設，將有利於降低生產成本，提升市場競爭
力，同時本集團研發的新產品能夠滿足客戶更多個性化的需求，提升公司光伏玻璃產品的附加
值。憑著這些舉措，本集團已為整合階段作好充分準備。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受光伏玻璃平均銷售價格下降及部分重要材料價格上調的
影響，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有一定的下降。於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銷售及純利分別為人民幣 1,445.7百萬元及人民幣 207.6百萬元，較
二零一六同期的人民幣 1,522.5百萬元及人民幣 331.4百萬元分別下降 5.0%及 37.4%。

收益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產品種類及地域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產品分類
光伏玻璃 1,010,905 1,156,525

家居玻璃 161,714 141,867

工程玻璃 94,446 92,090

浮法玻璃 162,962 128,735

採礦產品 15,660 3,261

EPC服務 – –
  

1,445,687 1,52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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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集團實體所在地：
中國 870,002 806,995

其他海外國家：
日本 111,785 235,425

亞洲其他國家（不包括中國及日本） 252,216 354,841

歐洲 97,198 70,701

北美洲 99,100 38,926

其他 15,386 15,590
  

1,445,687 1,522,478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人民幣 1,445.7百萬元，比二零一六年同期減少
5.0%或人民幣 76.8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光伏玻璃的收入為人民幣 1,010.9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56.5百萬元減少人民幣145.6百萬元或12.6%，主要是由於光伏
玻璃平均售價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下降約 10.9%所致。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家居玻璃的收入為人民幣 161.7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41.9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19.8百萬元或 14.0%，主要是由於家居玻璃
的銷售增加。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浮法玻璃的收入為人民幣 163.0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28.7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34.3百萬元或 26.7%，主要是由於浮法玻
璃平均售價的上升。工程玻璃方面，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工程玻璃銷售較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為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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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 1,040.7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人民幣962.4百萬元增加人民幣78.3百萬元或8.1%。銷售成本上升主要
是由於若干主要原材料（包括純鹼及燃油等）平均採購成本增加所致，純鹼及燃油的平均成本均較
二零一六年同期分別增加約26.9%和47.4%。此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錄得若干主要原材料（包括電力及天然氣）的價格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比大幅
減少，而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再從中獲益。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560.1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155.1百萬
元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405.0百萬元。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36.8%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8.0%，主要是由於：( i )能源
成本增加導致各板塊的成本有所增加；及 (ii)純鹼的平均採購成本上升導致生產玻璃的平均成本上
升；及 (iii)光伏玻璃平均價格下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產品種類
光伏玻璃 311,009 484,320

家居玻璃 38,958 39,560

工程玻璃 18,278 22,728

浮法玻璃 32,688 12,696

採礦產品 4,031 765

EPC服務 – –
  

404,964 560,069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光伏玻璃分部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 41.9%降低 11.1%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0.8%。該減少主要是由光伏
玻璃產品銷售價格下降及若干主要原材料（包括純鹼及燃油等）平均採購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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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29.0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11.8百萬
元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7.2百萬元。其他收入減少主要由於合資格獲得
補助的項目數目減少導致本集團收到的政府補助減少，以及存放於銀行賬戶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
淨額所獲得的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益及虧損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
他收益人民幣 20.1百萬元變更為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人民幣 4.6百萬元。該減
少主要由於 ( i )人民幣強勢導致美元及日元兌人民幣的外匯貶值令匯兌損失人民幣 5.4百萬元（二零
一六年：匯兌收益人民幣 24.2百萬元）；及 ( i i )壞賬撥備人民幣 3.0百萬元（二零一六年：撥回壞賬
人民幣 4.3百萬元）。

分銷及營銷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及營銷開支為人民幣 66.1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8.8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17.3百萬元或 35.5%。該增加的主要原因為 ( i )

二零一六年九月起中國執行了新的運輸管理政策，公司內陸運輸費用明顯上升；及 (ii)更多的海外
客戶要求公司將貨物送到指定地點。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 50.5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7.1百萬元或 14.1%至人民幣 43.4百萬元。行政開支佔本集團收益的
比例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3%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0%。主要是由於稅費減少人民幣 4.0百萬元。

研發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研發成本為人民幣 55.9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同
期人民幣51.0百萬元增長人民幣4.9百萬元或9.6%，乃由於本集團致力進行研發及根據客戶的多樣
化需求，研製出多種特殊鍍膜液，滿足了客戶的個性化需求。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 28.9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28.8百萬元或 99.7%至人民幣 0.1百萬元。主要由於安徽福萊特光伏
材料有限公司購買採礦權預提利息費用的沖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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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截止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 44.3百萬元，而於二零一六
年同期為人民幣 98.5百萬元。本集團合併實際有效稅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
17.6%及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 22.9%。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有效稅率降低的原因主要是本集團的子公司浙江嘉福玻璃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不享
受高新企業優惠稅率，而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享受高新企業優惠稅率。

EBITDA及期內利潤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EBITDA（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由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68.9百萬元減少人民幣202.0百萬元至人民幣366.9百
萬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EBITDA利潤率為25.4%，而於二零一六年
同期則為 37.4%。

由於上文所述，年內利潤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31.4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123.8百萬元或37.4%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07.6百萬元。此外，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的純利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比大幅
增加 70.9%，乃主要由於於部分政府授予的補貼減少前光伏部件下游產品的需求尤為強勁，而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再從中獲益。

資產及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總資產為人民幣 4,739.1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 4,466.6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272.5百萬元或 6.1%。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總權益為人民幣
3,082.8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957.6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125.2百萬元或
4.2%。

借款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借款總額為人民幣 423.3百萬元，其中定息借款佔 16.2%，浮息
借款佔 83.8%，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借款總額人民幣 335.4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87.9百萬元或
26.2%，借款總額的增加主要是由於用於本集團中國安徽光伏玻璃生產基地建設的長期借款的增
加所致。

本公司子公司安徽福萊特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已與中國銀行於二零一七年五月簽訂了總額人民幣500
百萬元的借款合同。此外，本公司子公司福萊特（香港）有限公司計劃，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與貸
款人簽訂總額美元150百萬的借款合同，而本公司預期為該筆貸款提供擔保。本公司股東已於二零
一七年五月二日批准為美元 150百萬的貸款提供有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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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安徽光伏玻璃生產基地及越南光伏玻璃生產基地的建設，預計本公司借款將會持續增加，增
加規模將由各生產基地的建設進度決定。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能夠履行所有的借款合同，未發生過違約情
況。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保持良好狀態。於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流動比率等於截至年或期末的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再乘以 100%）為
1.49，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1.45，流動性有所提高。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為經營活動所得現金及銀行借款。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淨額為人民幣60.2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491.2百萬元）。現金流入減
少主要是由於 (1)應收票據的增加；(2)純鹼和燃料價格上漲導致的付款增加。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資產負債比率等於截至年或期末的總負債除以總
權益再乘以 100%。總負債包括所有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為 13.7%，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 11.3%增加 2.4%，主要是由於本集團中國安徽光伏玻璃生產基地建設的長期借款的增加。

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人民幣 865.7百萬元，主要包括中國安
徽及越南海防光伏玻璃生產基地建設。

期末後事件

本期末後並無發生重大事件。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全職員工總數為 2,252人，大部分都位於中國。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總薪酬達人民幣 105.7百萬元，佔本集團總收益的 7.3%，與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比輕微增加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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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員工關係良好，而且還為員工提供培訓。新員工必須參加強制性內部培訓。此外，本集
團還會派送員工參加外部培訓，比如生產管理，質量控制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培訓。本集團參考
市場費用，定期確定員工薪酬。本集團僱員可在考慮本集團業績表現及個別僱員的工作表現後獲
發酌情花紅。

本集團為中國員工強制性購買社會保障基金，包括養老金，工傷保險，生育保險，醫療保險及失
業保險及住房公積金。

信貸風險及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人民幣、美元、歐元、港元、英磅及日元結算，而本集團的生產活動位於中
國。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銀行融資以人民幣及美元結算，年利率介乎
3.7%至 4.9%。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曾因匯兌波動而遇到任何重大困難
及流動資金問題，且本集團可能會在需要時使用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企業管治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A.2.1條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須分開且不能由同一名人士擔任。阮洪良先
生現時擔任這兩個職位。在本集團超過 18年的業務歷史中，阮先生一直擔任本集團重要領導職位
並深入參與公司策略的制定以及本集團業務及經營的管理。考慮到其一向在本集團擔任領導職位
以及為了能夠實現更有效及高效的整體策略規劃以及繼續實施該等規劃，董事會認為阮先生是這
兩個職位的最佳人選，現有安排有利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
本公司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董事及監事會定期收到有關遵守標準守則並
履行相關義務的提醒。本公司已向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別查詢，而所有董事及監事亦已確認彼等自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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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銷售或贖回公司上市證券

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建議A股發行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上審議通過了建議A股發行及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五日的通函所披露的相關事項，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向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遞交了建議A股發行申請材料，有關申請正在審閱階段。本公
司股東現時的授權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批准日期起生效一年。本公司將向股東尋求批
准，以考慮及批准將決議案延期，並於適當時候發出臨時股東大會的公告、通函及通告。

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擬派發每股普通股中期股息人民幣 2.4分（稅前）（相
當於每股普通股約2.8港仙（稅前）（「二零一七年中期股息」），需在即將召開及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
別大會上獲得本公司股東批准。

內資股股息將以人民幣結算，H股股息將以港元結算。以港元派付之股息匯率以宣派股息日前五
個營業日內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元平均基準匯率為准。

由於最終確定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公佈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有權參加及於上
述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以及有權享有二零一七年中期股息（倘經股東批准）之記錄日期及暫停辦理
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過戶之日期。預計派付二零一七年中期股息之日期將不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尚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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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告登載於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以及本公司網站(www.flatgroup.com.cn)。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全部資料，並會及時通告本
公司股東，亦會及時登載於香港交易所和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阮洪良
董事長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姜瑾華女士、魏葉忠先生、沈其甫先生，本公
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崔曉鐘先生、李士龍先生及吳其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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