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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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FIRST 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
一 化 控 股（中 國）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21）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2,228,803 2,249,163 (0.9%)
毛利 381,888 445,468 (14.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128,590 122,686 4.8%
每股收益
— 基本（人民幣） 16.0分 15.3分 4.6%
— 攤薄（人民幣） 15.3分 15.3分 –
除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 435,335 477,372 (8.8%)
建議末期股息 –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權益總額 2,357,297 2,228,707 5.8%
每股資產淨值（人民幣） 2.94 2.7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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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控股（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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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業績，連同
上年度可比較數據如下：

合併綜合收入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2,228,803 2,249,163
貨品銷售成本 6 (1,846,915) (1,803,695)

  

毛利 381,888 445,468
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 6 (61,487) (70,793)
行政費用 6 (92,133) (92,892)
其他收入 5,563 5,927
其他虧損 — 淨額 (8,505) (3,867)

  

經營利潤 225,326 283,843

財務收入 12,833 10,323
財務成本 5 (63,365) (110,739)
財務成本 — 淨額 (50,532) (100,416)
應佔按權益法入賬的聯繫人虧損淨額 (1,251) (5,240)  

除所得稅前利潤 173,543 178,187
所得稅費用 7 (44,953) (55,501)

  

年度利潤 128,590 122,686
其他綜合收入 – –

  

本年度總綜合收入 128,590 122,686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28,590 122,68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收益
 （人民幣元）
 — 基本 8 0.160 0.153

  

 — 攤薄 8 0.153 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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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78,504 80,260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1,920,630 1,827,765
無形資產 284,570 298,142
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 104,400 105,651
遞延所得稅資產 5,782 4,396
受限制現金 18,724 19,2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40,551 262,318

  

總非流動資產 2,453,161 2,597,732  

流動資產
存貨 181,643 208,670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10 646,593 478,86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 58,056 47,0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5,710 540,230
受限制現金 126,430 168,162

  

總流動資產 1,718,432 1,442,985
  

總資產 4,171,593 4,040,717
  

權益
股本 65,346 65,346
其他儲備 790,270 775,692
留存收益 1,501,681 1,387,669

  

總權益 2,357,297 2,228,70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323,941 370,303
遞延收入 22,181 9,5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1,962 25,209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負債 11 – 107,246

  

總非流動負債 368,084 512,25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 12 474,693 433,811
當期所得稅負債 22,177 8,617
借款 840,682 857,324
撥備 6,530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負債

11
102,130 –

  

總流動負債 1,446,212 1,299,752
  

總負債 1,814,296 1,812,010
  

總權益及負債 4,171,593 4,04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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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一化控股（中國）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從事漂白消毒化學品、發泡劑產品及其他特種化學品的製造和銷售。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
經合併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本集團的母公司是在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China First Chemical Ltd.。本公司之最終母公司為在開曼群島注冊成立的一化皇
冠有限公司。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2. 編製基準

本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
司條例》（第622章）的披露規定進行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常規編製，惟以公
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負債已被重估列值，並按公允價值計量。

3. 會計政策變更及披露

(a)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首次採納以下準則及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披露計劃」

採納該等修訂對過往期間確認的金額並無造成任何影響。大部分修訂亦不會影響當
期或未來期間。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的修訂要求披露融資活動產生的負債變動。

(b) 本集團尚未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解釋

對於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告期間並未強制生效的若干新訂及
經修訂會計準則及解釋，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本集團已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及解釋對本集團的影響，該等適用於本集團的新訂準則的影響如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本集團預期新指引並不會對其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產生重大影響，此乃由於目前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 (FVPL)的債務投資將可能繼續根據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以相同基準計量。

本集團金融負債的會計處理並不會受到影響。目前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
益 (FVPL)的可換股債券將可能繼續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以相同基准計量。終
止確認規則轉移自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且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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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減值模型要求根據預期信用損失 (ECL)確認減值撥備，而非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

號僅按已發生信用損失確認。該模型適用於按攤銷成本分類的金融資產、以公允價
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入 (FVOCI)的債務工具、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

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訂立的合約資產、應收租賃款項，貸款承諾及若干財務擔
保合約。

新訂準則亦引進經擴大的披露要求及變更呈報方式。預期該等變更將改變本集團披
露其金融工具的性質及程度，尤其是在採納新訂準則的年度。

新訂準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生效。本集團將自二零
一八年一月一日起追溯應用新訂準則，並採用準則允許的簡易實務處理方法。二零
一七年的比較數字將不予重列。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管理層現正評估應用新訂準則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而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或會導致須就向本集團客戶提供運輸服務確定獨立履約責任，從而影響確認
收入的時間。

根據直至現階段為止的評估，管理層預期採納新訂準則不會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新訂準則強制生效。本集團擬使用經
修訂追溯方式採納準則，換言之，採納準則的累計影響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在
留存收益內確認，有關比較數字將不會重列。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該準則將主要影響本集團經營租賃的會計處理。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的不可撤銷
經營租賃承諾為人民幣3,079,000元。其中，本集團並無在資產負債表上可豁免確認的
按直線法於損益內確認為開支的短期及低價值租賃。

然而，本集團尚未評估須作出的其他調整（如有），例如，因租期定義變動以及以不同
方法處理可變動租賃款項及有關延長及終止的選擇權而作出調整。因此，未能估計
在採納新訂準則時須確認的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金額以及其將如果影響本集團
日後的損益及現金流量分類。

新訂準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生效。於現階段，本集
團不擬於其生效日期之前採納該準則。本集團擬應用簡單過度方式，且不會重列首
次採納前一年度之比較金額。

概無其他尚未生效且預期對本集團的重要會計政策及合併財務報表的呈列構成重
大影響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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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化工產品業務。本集團三個主要運營業務單位所在地的獨立個別
財務資料呈遞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代表本公司董事會），其審閱內部
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主要經營決策者認為本集團主要經營特色產品，並定期審
閱漂白消毒化學品、發泡劑產品及其他特種化學品之主要財務資料（如收益及毛利）。因此，
就分部報告而言，已識別三個可呈報分部（即漂白消毒化學品、發泡劑產品及其他特種化
學品分部）。

本集團在中國開展生產，且本集團大部分產品同樣售予中國客戶。本集團客戶眾多，遍
佈中國及海外，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單一客戶佔本
集團收入總額10%以上。

外部客戶收入及成本、總資產及總負債之計量方式均與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一致。

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毛利計量以評估經營分部業績。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的相關信息不
會提供給主要經營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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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提供給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分部
的分部信息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漂白消毒
化學品 發泡劑產品

其他特種
化學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1,334,244 658,535 236,024 2,228,803
分部間收入 – – – –

    

外界客戶收入 1,334,244 658,535 236,024 2,228,803
    

毛利 243,319 85,112 53,457 381,888
    

未分配
折舊及攤銷 198,427
財務收入 12,833
財務成本 (63,365)
所得稅費用 (44,953)

 

總資產 4,171,593
 

總負債 1,814,296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漂白消毒
化學品 發泡劑產品

其他特種
化學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1,350,337 666,893 231,933 2,249,163
分部間收入 – – – –

    

外界客戶收入 1,350,337 666,893 231,933 2,249,163
    

毛利 257,821 123,622 64,025 445,468
    

未分配
折舊及攤銷 188,446
財務收入 10,323
財務成本 (110,739)
所得稅費用 (55,501)

 

總資產 4,040,717
 

總負債 1,8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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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按客戶所在國家地理位置進行如下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中國大陸 2,105,768 2,139,052

 海外 123,035 110,111
  

2,228,803 2,249,163
  

5. 財務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費用：
 — 借款 78,182 75,028

 — 應收票據的貼現利息 3,648 3,024

 — 應付票據 2,468 2,556
  

84,298 80,608

減：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的資本化利息 (773) (521)
  

83,525 80,087

其他財務費用 877 516

融資活動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1,037) 30,136
  

63,365 11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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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性質分類的費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產成品及在產品的存貨變動 26,519 28,334
所使用的原材料 1,089,714 1,081,332
電費及其他公共設施費用 470,980 445,763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的折舊 182,687 172,708
僱員福利費用 88,328 89,984
運輸及有關支出 55,550 61,841
稅項及附加 14,303 16,394
無形資產攤銷 13,572 13,572
維修及保養 11,956 12,067
辦公及應酬費用 9,260 9,482
核數師薪酬 4,000 4,000
財產保險費 2,801 2,575
土地使用權攤銷 2,168 2,166
經營租賃費用 1,778 1,694
差旅費用 1,750 2,065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之減值虧損淨額 418 2,553
其他費用 24,751 20,850

  

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 
 及行政費用總額 2,000,535 1,967,380

  

7. 所得稅費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i) 49,586 60,075
 — 香港利得稅 (ii) – –

  

49,586 60,075
遞延所得稅抵免 (4,633) (4,574)

  

44,953 55,501
  

(i) 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在中國經營的附屬公司的法定財務報告所呈現利潤按法定稅
率25%計提撥備，並就毋需繳納所得稅的收入或不可扣除所得稅的費用項目作出調整。

(ii) 本集團就產生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利潤（如有）按稅率16.5%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由
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未產生或取得
應課稅利潤，故並未計提香港利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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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收益

(a) 每股基本收益

每股基本收益是按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
平均數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128,590 122,686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802,191 802,191
  

每股基本收益（人民幣元） 0.160 0.153
  

(b) 攤薄

每股攤薄收益乃根據假設在所有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已被轉換之情況下調整尚
未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本公司的可換股債券屬潛在攤薄普通股類別。假設
可換股債券已轉換為普通股，則純利亦會調整以抵銷無須課稅的可換股債券的公允
價值虧損。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128,590
可換股債券公允價值收益的調整 2,500

 

131,090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收益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802,191
就以下各項作出調整：
 假設已轉換可換股債券 55,289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收益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857,480
 

每股攤薄收益（人民幣元） 0.153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換股債券對每股收益具有反攤薄效應，
故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收益與每股基本收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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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派付上年度已宣派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元
 （二零一六年：0.0192港元） – 12,915

  

二零一六年派付股息約15,402,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12,915,000元）乃與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有關。

於該合併財務報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

10.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款項 (a)
 應收第三方款項 395,458 291,643
 減：應收款減值撥備 (2,971) (2,553)

392,487 289,090
應收票據 341 1,169
預付款項
— 從關聯方購買原材料 4,781 5,124
— 從第三方購買原材料 11,056 7,064

15,837 12,188
增值稅進項抵免 1,052 4,312
其他應收款
 應收第三方款項 236,876 172,103

  

646,593 478,862
  

(a) 本集團擁有大量廣泛分散在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的客戶。國內外客戶未償付結餘的信
貸期為介於30至90天。相關應收貿易款項並無集中信用風險。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按確認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390,801 287,663
三至六個月 787 1,046
六至十二個月 899 381
一至二年 529 930
兩年以上 2,442 1,623

  

395,458 291,643
  

(b)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已逾期但並無減值的金額約為人民幣
1,686,000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1,4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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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可換股債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107,246 –

年內發行的可換股債券 – 102,717

支付利息 (7,616)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公允價值虧損 2,500 4,529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02,130 107,246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發行日」）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投
資協議發行了本金合計為15,000,000美元的可換股債券。該可換股債券以固定年利率7.5%

計息，且初始投資者有權將全部或部分可換股債券的本金按照預先決定好的轉換價格在
原定的到期日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七日前任何時間轉換成本公司股份，或如果本公司按照
相關可換股債券工具的規定申請延期，則投資者可在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七日前行使該權
利。可換股債券由面值各為2.25百萬美元的兩部分及面值各為2.1百萬元的五個部分共七
個部分組成。對於面值分別為2.25百萬美元及2.1百萬美元的可換股債券部分，其轉換價
格分別為每股1.9205港元及每股2.1949港元。如果可換股債券被本公司贖回（而不是由投
資者在到期日轉換為公司股份），則公司需支付給相關可換股債券的持有者一筆溢價，
該筆溢價的金額應等同於給予相關可轉債的持有者10%的年內含報酬率。截至二零一七
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可換股債券被轉換為本公司的普通股。

本公司將全部可換股債券整體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
並在初始確認時以公允價值計量。在以後的會計期間，該可換股債券以公允價值進行核算，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與可換股債券發行相關的交易成本即時計入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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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款項 (a)

 應付第三方款項 157,332 113,528

應付票據 (b)

 應付第三方款項 190,936 170,945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應付關聯方款項 552 –

 應付第三方款項 125,873 149,338
  

474,693 433,811
  

(a) 應付貿易款項按確認日期的賬齡分析詳情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47,402 100,052

三至六個月 3,440 4,852

六至十二個月 2,881 4,662

一至兩年 1,240 3,878

兩年以上 2,369 84
  

157,332 113,528
  

(b)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應 付 票 據 的 全 部 餘 額 以 受 限 制 現 金 約 人 民 幣
78,721,000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63,808,000元）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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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本初步年度業績公告上文所呈列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合併綜合收入表、合併資產負債表的數字及相關附註，已經獲本集
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確認為與本集團本年度的草擬合併財務報
表所載金額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所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準
則所述的保證委聘，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對本初步年度業績公告
並無給予任何保證。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收入

回顧年度內收入約為人民幣2,228.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收入約人民幣2,249.2
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20.4百萬元或0.9%。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年內漂白消毒
化學品銷售額減少所致。

下表載列於回顧年度內按產品組別劃分的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收入
金額

佔收入
百分比

收入
金額

佔收入
百分比

收入（人民幣千元）
漂白消毒化學品 1,334,244 59.9% 1,350,337 60.0%
其他化學品 894,559 40.1% 898,826 40.0%

    

總計 2,228,803 100.0% 2,249,163 100.0%
    

漂白消毒化學品

此分部主要包括氯酸鈉及雙氧水，該兩種產品為本集團銷售額最高的其中兩
種產品。氯酸鈉及雙氧水分別為本公司下遊客戶無元素氯技術（「無元素氯技術」）
與全無氯技術（「全無氯技術」）紙漿漂白工藝使用的主要化學品。

於回顧年度內，出售漂白消毒化學品的收入總額約為人民幣1,334.2百萬元，較
二零一六年減少約1.2%或人民幣 16.1百萬元。收入減少主要由於年內氯酸鈉
及雙氧水的銷量因市況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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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化學品

此分部主要包括初級及改良型發泡劑、氯酸鉀、高氯酸鈉、高氯酸鉀、燒鹼、
聯二脲及其他產品。

於回顧年度內，銷售其他化學品的收入總額約為人民幣894.6百萬元，較二零
一六年減少約0.5%或人民幣4.2百萬元。收入減少主要由於發泡劑產品的銷量
因市況而減少。

銷售成本

本公司的銷售成本主要包括所用原材料成本及存貨變動、電費及其他公共設
施費用、不動產、工廠及設備折舊、僱員福利費用、運輸及相關支出、維修及
保養、主要經營業務的稅項及徵費、辦公及應酬費用、差旅費用及其他費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用原材料及存貨變動（包括從第三
方購買的發泡劑）佔本公司銷售成本最大部分，佔總銷售成本的約60.4%（二零
一六年：61.5%）。

於回顧年度內，銷售成本為人民幣1,846.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803.7
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43.2百萬元或2.4%，主要由於原材料及外購產品價格上
浮以及產量降低導致單位成本增加。於回顧年度內，銷售成本佔收入的百分
比為82.9%（二零一六年：80.2%），該增加乃由於氯酸鈉及發泡劑產品的產量減
少導致產品的單位成本相對較高。

毛利與毛利率

於回顧年度內，毛利約為人民幣381.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445.5百
萬元，減少約人民幣63.6百萬元或14.3%。整體毛利率由二零一六年的19.8%減
至二零一七年的17.1%，主要是由於：(i)氯酸鈉、雙氧水及發泡劑的銷量因市
況而下降；及 (ii)原材料及外購產品價格上浮以及產量降低導致單位成本增加。

下表載列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按產品組別劃分的毛利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毛利率 (%)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漂白消毒化學品 18.2% 19.1% (4.7%)
其他化學品 15.5% 20.9% (25.8%)

   

整體 17.1% 19.8%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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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消毒化學品

漂白消毒化學品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9.1%
減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8.2%，主要由原材料及外購產
品價格上浮及產量降低導致單位成本增加。

其他化學品

其他化學品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0.9%減至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15.5%，亦主要由於原材料及外購產
品價格上浮以及產量降低導致單位成本增加。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主要包括本集團產品運輸及相關費用、銷售稅（例如城市
維護建設稅及教育附加稅）、差旅費用以及其他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本集團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70.8百萬元減少約13.1%到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61.5百萬元，主要由於有效控制成本所致。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主要包括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的折舊、僱員福利費用及辦公及應酬
費用。本集團行政費用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92.9百萬元減少約0.9%到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92.1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有效控制成本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補貼收入及出售原材料所得利潤。本集團其他收入由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5.9百萬元減少約5.1%到截
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5.6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政府
補貼收入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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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虧損 — 淨額

其他虧損淨額主要包括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公允價
值虧損，出售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的虧損，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
益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收益，法律索償撥備及匯兌虧損╱收益。本集團其他
虧損淨額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3.9百萬元上
升約118.0%到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8.5百萬元，
主要是由於年內確認的法律索償撥備約人民幣6.5百萬元及年內匯兌虧損淨
額約人民幣1.2百萬元（二零一六年：匯兌收益淨額約人民幣1.1百萬元），部分
被出售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的虧損減少約人民幣2.4百萬元以及以公允價值計
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虧損減少約人民幣2.0百萬元所抵銷。

財務收入

財務收入主要指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及初始確認不計息借款的名義利息收入。
本集團財務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10.3百
萬元增加約24.3%到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12.8百
萬元，主要是由於年內初始確認不計息借款的名義利息收入約人民幣7.8百萬
元，部分被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減少約人民幣5.4百萬元所抵銷。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主要包括銀行借款利息費用、應收票據貼現利息、應付票據、其他
財務費用以及融資活動產生之外匯收益，扣除不動產、工廠及設備的資本化
利息。本集團財務費用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110.7百萬元減少約42.7%到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
幣63.4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年內由美元兌人民幣貶值引致重新換算以美元計
值的借款或票據文據產生的匯兌收益淨額增加所致。

所得稅費用

本集團所有中國附屬公司須按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本集團所得稅
費用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55.5百萬元減少約
18.9%到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45.0百萬元。實際
稅率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31.1%減至截至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25.9%，主要由於去年不可抵扣所得稅的費用項
目金額相對更高以及去年與稅項虧損相關的稅務遞延所得稅資產未予確認的
金額相對更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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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潤

基於上述因素，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122.7百萬元增加約4.8%到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128.6百萬元。

流動資金與資本資源

財務狀況及銀行借款

本集團過往主要以運營所得現金，銀行借款，可換股債券及票據文據以及透
過股東進行股本融資應付其現金需求。

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約人民幣705.7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
540.2百萬元），大部份以人民幣計值。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的借款及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約為人民幣1,266.8百
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1,334.9百萬元）。

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約為1.19（二零一六年：1.11）。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按債務淨額除以總權
益計算）為21.0%（二零一六年：30.1%）。本集團擁有充足及隨時可用的財務資
源用作一般運營資金及可預見的資本開支。

運營資金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貨約為人民幣181.6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人
民幣208.7百萬元）。減少主要由於年內更完善的存貨控制。於二零一七年，平
均存貨周轉日數為38日（二零一六年：44日）。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款項約為人民幣392.5百萬元（二零
一六年：人民幣289.1百萬元）。增加主要是由於本年度年末銷售額增加所致。
於二零一七年，平均應收貿易款項周轉日數為55日（二零一六年：56日）。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約為人民幣348.3百
萬元（二零一六年：人民幣284.5百萬元）。增加主要是由於年內外購貨品增加。
於二零一七年，平均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周轉日數為62日（二零一六年：
6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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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年末已訂約但尚未產生的資本承擔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65,832 15,02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就本集團以外任何公司作出任何
形式的擔保且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前景

十九大（「十九大」）的勝利召開，標誌著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時代，也
為各行業未來五年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十九大的勝利召開將環保提升到了一
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環保作為政策推動型產業，將得到空前發展。

二零一七年我國水處理行業市場規模預計達到人民幣2,800億元，未來我國城
鎮污水處理率水平將大幅提升，大大拉動生活污水處理市場需求。到二零二
零年底，實現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全覆蓋，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95%，城市和縣
城再生水利用率進一步提高。

二零一七年四月環保部印發《國家環境保護標準「十三五」發展規劃》，提出貫
徹落實《水十條》要求，圍繞工業源、生活源、農業源等水污染防治重點領域，
優先配套相關排放標準，其中工業廢水主要圍繞十大重點行業，完善工業源
水污染物控制指標和要求。並增加制訂煤化工、頁岩氣開採等新興行業水污
染物排放標準，修訂污水綜合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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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一水體治理走向全流域管控的市場發展趨勢

十九大指出，生態環境問題被明確納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即我
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發展之間的矛盾。並提出了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完成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
同時部署了推進綠色發展、治理突出環境問題、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和改革生
態環境監管體制四大任務。

隨著國內水環境治理步入發展快車道，以往點源治理難以從源頭上根除污染
沉屙。這也意味著，水環境治理項目綜合性愈發增強，對企業整體解決方案
的提供與運營也提出了日趨嚴苛的要求。而在均衡佈局整體產業鏈，提升企
業良性發展能力的同時，也奠定了契合環保新時代的發展命題，綜合治理也
就成了水處理的主流應用模式。

提供綜合解決方案，打造水處理綜合服務提供商

本集團與中國科學院福建海西研究院、北京化工大學、福州大學、福建師範
大學等科研院校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走產學研發展道路，在污水處理、
固廢處理、環保藥劑等領域均有廣泛業務，立志將集團打造成水處理綜合服
務提供商。

本集團憑藉核心水處理技術以及氯酸鈉、雙氧水等漂白消毒化學品的資源優勢，
為不同客戶提供全面的水處理綜合解決方案，服務涵蓋市政給排水、工業水
處理、醫療廢水處理、村鎮污水治理等，特別是在特定領域高鹽廢水資源化
利用方面具有獨特解決方案。

持續投入研發，不斷提高水處理技術壁壘

本集團長期堅持科技創新，持續投入研發，不斷提高水處理技術壁壘。本集
團全資附屬公司四川岷江雪鹽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岷江雪」）於二零一七年
分別在新型電解槽、通過工業鹽製備氯酸鈉、高氯酸鈉低溫冷却結晶、回收
氯氣的製氯酸鈉裝置等領域獲得四項實用新型專利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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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雪的《氯酸鈉電解尾氣淨化餘熱綜合利用技術研究》和《工業鹽製備氯酸
鈉工藝中的無鋇技術研究及應用》等科研項目分別於二零一七年獲得四川省
阿壩州人民政府頒發的科技進步三等獎和一等獎。

拓展氫氣能源應用，推動雙輪驅動發展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能源消耗越來越大，氫氣作為二次能源將在HCNG（天然
氣摻氫）、燃料料電池、二甲醚生產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市場空間巨大。本
集團對氯酸鈉副產品氫氣的綜合利用，在生產工藝、綜合成本方面均有較為
突出優勢。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岷江雪與清華大學汽車安全與節能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六家
單位共同簽訂《HCNG（天然氣摻氫）混合燃料汽車項目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協
議各方一致同意在HCNG（天然气氣摻氫）混合燃料汽車項目建立戰略合作關係，
促進HCNG燃料料汽車業務的發展，將在HCNG汽車項目整體合作、渠道整合、
資源共享等方面展開合作。

本集團將運用市場機制集聚創新和產業資源，統籌推動完善製氫、儲氫、運氫、
加氫等基礎設施，在氫能利用、安全保障、技術標準上開展深度合作，利用本
集團在製氫方面三十多年的安全生產經驗，積極融入氫能發展大勢，充分運
用自主研發的氫氣淨化關鍵技術，拓展氫氣能源應用，推動雙輪驅動發展。

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為其本身的企業管
治守則。董事會認為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上市日期」）在
聯交所主板上市及截至本年度業績公告日期止，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的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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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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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經作出具
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確認，自上市日期起至本業績公告日期止，
彼等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自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成立，並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意思確立書
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王鑫博士（主席）、何佩
佩博士及林璋博士，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的職責為就本集團財
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的效用提供獨立意見以協助董事會監
察審核程式序、提名及監察外聘核數師、以及履行董事會分配的其他職責及
職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及本年度業績公告、本集團所採納
之會計原則及政策以及本集團之內部監控職能。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自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成立，並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意思確立書
面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目前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何佩佩博士（主席）、林
璋博士及繆妃女士，其中何佩佩博士及林璋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而繆妃
女士為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但不限於）(i)就董事及高級管
理層的全體薪酬政策及架構以及設立正規而透明的程序制訂有關薪酬政策，
向董事提供建議；(ii)根據董事所制訂的企業策略與目標，審議及批准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待遇；及 (iii)考慮及批准根據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
者授出購股權。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自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成立，並制訂書面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目
前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何佩佩博士（主席），林維華先生及林璋博士，其中，
何佩佩博士及林璋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維華先生為執行董事。提名委
員會的主要職能包括審議董事會的結構、人數及組成，並就委任董事會成員
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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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星
期一）在香港舉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候按上市規則規定的方式刊
發及寄交本公司股東。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
一六年：無）。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為釐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在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
二十日（星期三）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一）止（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在會上投票，最
遲須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二）（股份登記截止日期）下午四時三十分（香
港時間）前將所有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
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刊登年度財務業績及年度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一切有關資料的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年度業績公告和年度報告將適時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com.hk)及
本公司網站 (www.cfc2121.com)。

承董事會命
一化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主席
林強華先生

中國福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非執行董事林強華先生、執行董事陳洪先生、
繆妃女士及林維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佩佩博士、王鑫博士及林璋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