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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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93）

公告
內幕消息

根據海外監管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利潤預測

載有利潤預測（定義見下文）之中材科技公告（定義見下文）僅由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之相關規例而刊發。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刊發有關中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中材科技」，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其A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證券代碼：002080）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第三季度報告之內幕消息及海外監管公告，以及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十月二十日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歸屬於中材科技權益持有人的利潤預
測（「利潤預測」）之中材科技公告（「中材科技公告」）。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請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留意下列載於本公告（「公告」）內
之利潤預測，乃摘錄自中材科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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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之利潤預測

1. 估計期間：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 估計業績：利潤增加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歸屬於中材科技權益持有人的估計
淨利潤

與二零一六年相比，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歸屬於中材科技權益持有人的淨利潤增長估計範圍
為80%至120%

利潤預測範圍（人民幣萬元）：

72,252.59至88,308.73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歸屬於中材科技權益持有人的淨利
潤（人民幣萬元）

40,140.33

經營業績變化的原因說明 於二零一七年，中材科技各主導產業整體經營情況良
好。預計二零一七年經營業績估計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大
幅增長，主要原因如下：

1. 玻纖產業市場需求旺盛，同時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投
產，產能擴大、成本下降，盈利能力提高；

2. 風電葉片產業受市場需求的影響，國內風電裝機增
速趨緩。因此，本公司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及產能佈
局，重點開發大型號、低風速葉片匹配市場需求，
出貨逐月環比上升，市場佔有率進一步逆勢提升，
龍頭效應顯現。

3. 氣瓶產業在二零一六年調佈局、去產能，完成內部
資產業務整合，經營業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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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10作出之利潤預測

茲提述本公司與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中建材股份」）就（其中包括）本公司與中建材股份之間的建
議吸收合併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刊發的聯合公告（「聯合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聯合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要約期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開始。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10，本公司於要約期內就有限期間刊發之任何利潤估計將被視為利潤預測，並須
由本公司財務顧問及核數師或申報會計師作出報告，而根據收購守則規則10.4有關報告必須呈交予執
行人員。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中材科技之利潤預測須遵守本公司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中材科技董事及董事根據中材科技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作出之利潤預測，乃由就本公司就本次合併
之獨立財務顧問中國泛海企業融資有限公司（「中國泛海」）及本公司及中材科技之核數師信永中和會
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信永中和」）匯報。中國泛海亦認為利潤預測對其就本次合併之意見及
推薦意見並無影響。

公告附錄二(A)及(B)所載信永中和及中國泛海發出有關利潤預測之函件已呈交予執行人員。利潤預測
及上述由信永中和及中國泛海發出的函件將載於將由本公司刊發的補充文件之內。

信永中和及中國泛海已各自就刊發公告以及按公告所載形式及內容載入其函件及引述其名稱發出同
意書，且迄今並無撤回有關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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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性陳述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意投資者在倚賴利潤估計評估聯合公告所述交易之利弊及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
請審慎行事。任何人士如對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其持牌證券交易商或註冊證券機構、
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劉志江

中國北京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志江先生及彭建新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李新華先
生、李建倫先生、沈雲剛先生及王鳳廷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創順先生、陸正飛先生
及王珠林先生。

本公司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其所深知，於本公告內所表達的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公告概無遺漏任何其他事
實致令本公告的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請同時參閱在本公司網站刊登之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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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　編製利潤預測之基準及假定

中材科技利潤預測之基準及假定

中材科技董事及董事已根據基於中材科技及其附屬公司（統稱「中材科技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管理賬目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餘下三個月（「預
測期」）之中材科技集團預測綜合業績編製利潤預測。

利潤預測之主要假定

利潤預測已按於所有重大方面與中材科技現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之基準編製，而中材科技現採用之
會計政策為編製其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材科技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與本公
司現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並基於以下主要假定：

(i)  中國現有政治、法律、財政、市場或經濟狀況不會出現重大變動，或中材科技集團業務不會出
現其他重大變動；

(ii)  中國法律、法規或規則不會出現對中材科技集團業務構成重大不利影響之變動；

(iii) 中國稅務基準或利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iv) 現行通脹率、利率或外幣匯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v) 中材科技集團之經營不會受到任何不可抗力事件或不可見因素或中材科技無法控制之原因（包括
但不限於發生自然災害、爆發傳染病、恐怖襲擊、勞資糾紛或嚴重意外）影響或中斷；及

(vi) 中材科技董事及中材科技集團高級管理層將繼續參與中材科技集團之發展及經營，而中材科技
集團將可於預測期內留聘主要高級管理人員。

於本公告日期，中材科技董事及董事並無原因相信上文所載的假定將不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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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　有關中材科技之利潤預測告慰函

(A) 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函件

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夥）

ShineWin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北大街
8號富華大廈A座9層

聯繫電話：

傳真：
facsimile:

9/F, Block A, Fu Hua Mansion,
No. 8, Chaoyangmen Beidajie,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7, P. R. China

telephone:

+86(010)6554 2288

+86(010)6554 7190

+86(010)6554 7190

+86(010)6554 2288

敬啟者：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科技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利潤預測

吾等謹此提述於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中材股份」，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股東）日期為二
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之公告（「公告」）附錄一中「中材科技利潤預測之基準及假定」一節內載列之中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利潤預測（「利潤預
測」）。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並附屬公司統稱為「中材科技集團」。利潤預測須根據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頒佈之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規則10作出申報。

董事的責任

利潤預測乃由中材科技董事及中材股份董事（「董事」）根據基於中材科技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管理賬目的同期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餘下三個月
之中材科技集團預測綜合業績編製。

中材科技董事及董事對利潤預測承擔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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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的獨立性及品質控制

吾等已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專業會計師之操守守則的獨立性及其他操守
要求，其乃根據誠信、客觀、專業能力及應有謹慎、保密性及專業行為的基本原則而制訂。本所應
用香港品質控制標準第 1號進行財務報表審核及審閱、其他核證及相關服務工作之事務所之品質控
制，並據此維持全面的品質控制系統，包括關於遵守操守要求、專業標準以及適用法律與法規規定
的成文政策及程序。

申報會計師的責任

吾等的責任乃根據吾等的程序就利潤預測的相關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出具意見。

吾等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投資通函呈報委聘準則第 500號「有關溢利預測、營運資金充
足性聲明及債務聲明之報告」及參考香港核證工作準則第 3000號（經修訂）「審核或審閱歷史財務資料
以外的核證工作」執行吾等之工作。該等準則要求吾等規劃及實施工作作，以就中材科技董事及董事
（就有關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而言）是否已按照中材科技董事及董事所採納基準及假定妥為編製盈利
預測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與中材科技集團通常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的基準呈列而取得合理保證。
吾等的工作範圍遠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進行的審核範圍為小，因此吾等並不
發表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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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吾等認為，就有關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而言，利潤預測已按照公告附錄一所載中材科技董事及董
事採納的基準及假定妥為編製，並已在所有重大方面按與中材科技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通常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的基準呈列。

此 致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泛海企業融資有限公司台照

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

中國，北京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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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國泛海企業融資有限公司發出之函件

敬啟者：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歸屬於權益持有人之利潤預測

吾等茲提述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之公告（「公告」），內容
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歸屬於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材科技」，貴公司之附
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利潤預測。

以下載列中材科技之若干財務資料（「利潤預測」），乃摘錄自公告：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歸屬於中材科技
 權益持有人的估計淨利潤範圍（人民幣萬元） 72,252.59至 88,308.73

利潤預測被視為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之利潤預測，因此須作出申報。本函件
乃根據收購守則規則10之規定發出。

貴公司董事及中材科技董事對利潤預測負有全部責任。利潤預測已根據中材科技截至二零一七年九
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中材科技二零一七年最後一個季度之綜合業績預測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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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已審閱利潤預測，並與中材科技之高級管理層討論利潤預測之基準及假定。此外，吾等已考慮
及依據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致　貴公司董事及吾等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有關作出利潤預
測所依據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式之函件。

吾等已依據中材科技之高級管理層向吾等提供之資料及表達之聲明。吾等已假設吾等獲提供之所有
資料及聲明在所有方面均屬真實、準確及完整。

根據前述，吾等認為利潤預測（　貴公司董事及中材科技之董事負有全部責任）已經過審慎考慮而作
出。

本函件僅提供予　貴公司董事會作遵照收購守則規則10之用。吾等並不對有關、來自或與本函件有
關聯之任何其他人士負責。

此致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市
海澱區復興路17號
國海廣場2號樓8層
郵編：100036

董事會　台照

代表
中國泛海企業融資有限公司

洪珍儀 蔡丹義
董事總經理 董事

謹啟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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