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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年報

2017年中國國內經濟形勢走好，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主動引導和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GDP同比
增長達到6.9%。然而，雖然整體經濟形勢穩定增長，氟硅化工行業卻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採礦業和化工行
業受供給側改革影響，企業因行政化去產能無法擴張，且環保形勢也限制了部分氟硅化工企業的發展。然
而，本公司憑借長期以來發展起來的產業鏈和環保設施基礎，在行業嚴峻的挑戰下，業績實現了突破性的
增長。

In 2017,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The government has since been 

actively upgrading of economic structure. Its 2017 GDP expanded by 6.9% year-on-year, underlying 

a strong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 overall economy achieved a stable growth, 

the fluorosilicone chemical industry encountered great challenges. Considering the supply-side 

reform, enterprises in the mining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were unabl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me fluorosilicone chemical enterprises were also restricted under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rend. Facing the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the Group still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in 

performance owing to its industry chains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infrastructures developed for a long 

time.

ZHANG JIANHONG Chairman

張建宏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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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Chairman’s Statement

1. 業績全面大幅增長 

本 回 顧 期 內， 集 團 收 益 達 到 人 民
幣 元， 較 去 年 人 民 幣

元增長 ，毛利率達到
，較去年同期增長 個百分點，淨

利潤達到 元，同比增長 。
該業績創造了本公司 年以來最好業績。
本回顧期內，氟硅行業所有產品價格都有不
同幅度的增長，該現象是由供需兩端變化共
同作用的成果。供給方面，由於受到環保壓
力的影響，國內氟硅化工行業部分企業生產
受到影響，同時原材料企業的生產也無法完
全滿足氟硅化工行業生產的需求，從而導致
市場供給不足，使得行業市場價格有較大幅
度增長，而供給側改革又影響了企業新產能
的擴張情況，使得供給方面一時無法滿足市
場需求；需求方面，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
好轉，市場需求回暖，更加推動產品價格的

1. Overall performance recorded significant 

growth

主席報告書
Chairman’s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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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Chairman’s Statement

增長。本公司在行業形勢的變化下，憑藉
以往發展而來的產業鏈及環保優勢，滿產滿
銷，又受益於價格大幅度的增長，使得業績
也隨之有突破性的增長。

2. 抓住市場機遇，發揮產業鏈優勢 

年，氟硅行業市場受環保政策影響較
大，原材料供給短缺，行業生產受到限
制。在該情況下，本集團產業鏈優勢可發揮
明顯作用。在供應方面，本集團產業鏈延伸
到原材料的生產，在當前形勢下保障原材料
的供應；在生產方面，本集團的產業鏈已拓
展到副產品及廢棄物的處理，從而使環保問
題不會成為生產的絆腳石；在市場方面，本
集團完整的氟硅化工產業鏈能夠把握住整個
氟硅化工行業的市場利潤。因此，本集團在
本回顧期內，能夠充分發揮產業鏈優勢，
在市場供給短缺，產品價格大幅增長的情況
下，把握住市場的變化，從氟硅化工行業
的原材料到下游高端材料的每個環節獲取利
潤。這也是本集團能夠在本回顧年度內業績
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2. Capitalized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leveraged advantages of industr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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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Chairman’s Statement

3. 堅持科技創新，保證行業領先
地位
本回顧期內，本集團共完成新產品研發、技
術改造及工藝提升項目 項，新產品包括高
粘度 等，皆屬於較為高端的氟硅化
工產品，用於替代國外同等高端產品，打
破國外企業市場壟斷，市場反應強烈。另
外，本集團還完成節能環保與自動化提升項
目 項。期內，本集團共獲批專利 項，
並新申請專利 項。憑借上述研發成果，本
集團進一步邁向高端氟硅化工領域，向世界
級氟硅行業巨頭靠攏。

4. 保證安全環保生產 

回顧期內，本集團安全環保設施穩定運行，
杜邦安全管理提升項目和各項環保工作的紮
實推進，為本集團正常生產經營保駕護航。
本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堅持以高標準的安全環
保措施進行生產，配套設施完善，相關工作
人員業務素質高，從而使得本集團在 年
的環保壓力下大大獲益。

3.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secured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industry

4. Guaranteeing safe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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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Chairman’s Statement

5. 園區經濟進一步升級
回顧期內，本集團所在的山東東岳氟硅材料
產業園區正式升級為淄博東岳經濟開發區，
本集團也成為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的重點企業
之一。

6. 膜材料業務獨立發展 

回顧期內，本集團發揮膜技術全球領先的優
勢，投資創建山東東岳未來氫能材料有限
公司，整合資源全力迎接全球氫能源時代的
到來。標誌著東岳膜材料正式進入產業化階
段。

7. 東岳30週年慶典盛大召開 

回顧期內，在東岳 週年到來之時，本集團
舉辦的中國氟硅產業發展大會暨東岳 週年
慶典在山東省淄博市成功召開，大大提升了
東岳的行業地位和社會地位，讓社會各界人
士更加直觀的認識東岳、瞭解東岳，讓我們
的合作夥伴對與東岳的長久合作充滿了信心
和期待。

8. 提升智能信息化水平 

年是本集團智能信息化建設進程最大、
成效最好的一年。本年度內，集團實施信息
化改造，信息化規劃編製開始正式實施，
搭建起集團智能信息化框架，完善升級 套
系統，更新智能化設備 多台套。並

且，在東岳成立 年慶典來臨之際，集團建
成集團智能化管控中心，成為集團智能信息
化的中樞系統。

5. Upgrad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ark

6. Membrane material business becomes a 

separate business division

7. Dongyue celebrated its thirtieth 

anniversary

8. Upgraded intelligent and informa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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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Chairman’s Statement

9. 進一步優化員工崗位設置，提
高員工待遇
回顧期內，本集團進一步優化崗位設置，員
工崗位操作更加規範，制度執行更加到位。
同時，本集團更加關注員工的待遇問題，職
工薪酬同比提高，兌現員工福祉與集團效益
掛鈎的承諾。

年本集團已實現良好的業績，而我們不能因
此而感到滿足， 年仍要做好進一步的戰略部
署：

1. 推動新建項目審批
年行業內整體供給不足，在該狀態下，

正是本集團進一步佔領市場的最佳時機。目
前本集團已處於滿產滿銷狀態，且已計劃進
行部分產品的擴產項目。 年，集團將加
快推進計劃項目的審批，完成項目的建設，
盡快實現新建項目的產出。

2. 抓緊市場風向標
年，氟硅行業市場出現較大供不應求的

現象，對於行業龍頭企業來說，這是一次不
可多得的機遇。 年市場延續上一年的景
氣度，將給本集團帶來更大的機會，本集團
將緊緊抓住市場的風向標，把握來之不易的
市場機遇，加大投入，搶佔市場，贏得更
好的業績。

9. Optimized job design and improved 

employee benefits

1. Speed up the approval of new projects

2. Keep up with the marke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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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Chairman’s Statement

3. 繼續加大科技創新力度 

本集團一直以來以科技創新為集團最重要的
發展策略。 年，本集團將仍然延續該發
展策略，確保研發投入穩定增加，保證本
集團的工藝水平及研發平台處於行業領先地
位。除增加研發投入外，集團將進一步關
注科研人才，用優越的條件吸引科研人才，
用優秀的平台培養科研人才，打造專業的科
技團隊，為公司在產品、工藝、技術、環
保、安全等各方面保持行業領先地位而打下
堅實的基礎。

4. 堅持實施「實業+投資」策略 

本集團自去年實行「實業 投資」策略，已初
步進行了部分戰略部署，例如成立的山東東
岳未來氫能材料有限公司即是為膜材料的發
展提供的運營保障。 年，本集團將繼續
遵循「實業 投資」策略，建設完善的投資平
台與投資策略，用投資支持實業，用實業保
障投資，相輔相成，再創佳績。

3. STRENGTHEN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ORTS

4. Stick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siness + 

invest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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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Chairman’s Statement

5. Ensure strict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roduction indicators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6. Deepen “Benchmarking Formosa Plastics” 

and “Benchmarking DuPont” management

5. 保證嚴格環保生產指標 

年，本集團因一直以來在環保生產上嚴
格管理，在國內目前的大環境下，體現出巨
大的環保生產優勢。 年本集團依然會堅
持按照嚴格的環保指標進行生產，順應國內
大環境的趨勢，響應政府「綠水青山就是金
山銀山」的號召，提高環保的社會責任感。

6. 深化「學台塑」和「學杜邦」管理 

近三年來，集團先後實施「學台塑」與「學杜
邦」政策，強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增強
安全環保生產管理，已獲得顯著的管理效
果。 年，集團將進一步落實該兩項政
策，以先進的管理，保障整體的生產經營。

年是全面貫徹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也是
東岳開啟宏偉藍圖的開局之年，我們將團結一
心，不馳於空想，不騖於虛聲，堅持創新，保
持清醒，擁抱新時代，再接再厲，推動公司新
發展，肩負新責任，不忘初心，開啟壯闊新徵
程。同時，我們也將以更加優異的效益，為廣大
股東和投資者帶來滿意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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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FINANCIAL REVIEW

Results Highlights

財務回顧

業績摘要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人
民幣約 元的收益，較去年人民
幣 元增加 。毛利率增加至

（ 年： ）及經營溢利率為
（ 年：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錄
得除稅前溢利約人民幣 元（ 年：
除稅前溢利人民幣 元）及淨溢利約
人民幣 元（ 年：淨溢利人民幣

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
約為人民幣 元（ 年：溢利人民幣

元）。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 元
（ 年：基本盈利人民幣 元）。

董事會建議向於 年 月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的股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 港元（ 年：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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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分部收益及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及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按呈報及經營分部分類的收益及

業績的比較載列如下：

Segment Revenue and Operating Results

收益及經營業績分析
於本回顧期內，國內外經濟形勢持續走好，對於
氟硅化工行業市場需求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而與
此同時，國內的環保壓力越來越大，造成氟硅化
工行業供給短缺。需求的旺盛與供給的短缺，共
同推動產品價格大幅增長，行業景氣度提升。東
岳作為行業龍頭企業，把握住市場機遇，於回顧
期內業績獲得大幅提升。

從集團的業務來看，大部分分部業績有不同程度
的增長，其中增長較大的分部為有機硅分部和製
冷劑分部。有機硅業務增長尤其突出，成為本集
團利潤增長極大的貢獻者。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7

收益 業績 經營溢利率 收益 業績 經營溢利率

呈報及經營分部
Reportable and 

Operating Segments Revenue Results

Operating 

Results 

Margin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RMB’000 RMB’000

   

高分子材料 2,927,843 605,053 20.67%

有機硅 2,428,256 433,836 17.87%

製冷劑 2,502,275 588,442 23.52%

二氯甲烷、聚氯乙
烯（「 」）及燒鹼

1,604,099 354,554 22.10%

開發物業 285,510 32,648 11.43%

其他 389,154 237,215 60.96%
   

綜合 10,137,137 2,251,748 22.21%
   

Analysis of Revenue and Operat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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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本集團年內良好的業績是集團園區化、產業鏈的
優勢體現。目前，東岳園區內完善的環保設備能
夠集中處理廢水、廢渣、廢氣，並實現園區內
資源循環利用，從而在環保壓力日趨嚴格的情況
下，讓東岳穩定生產。面對市場原材料供給不足
的情況，東岳完善的產業鏈能夠保障東岳各種產
品滿負荷生產。憑借這些優勢，東岳能夠在國內
市場的多方面壓力下，仍然保持行業龍頭地位，
創造突破性的業績提升。

含氟高分子材料

本回顧期內，含氟高分子材料分部收益為人民
幣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
年為人民幣 元），佔集團總收益的

（ 年為 ）。其分部業績為盈利
人民幣 元，較去年同期盈利人民幣

元增長 。

本年度含氟高分子材料分部業績大幅提升的主要
原因在於上游原材料價格的拉升，主要原材料
的價格較 年同比增長 以上。且原材

料市場供應不足，同時又加之環保因素的影響，
導致含氟高分子材料行業市場也出現供給不足問
題。而本年內該行業市場需求隨國內經濟形勢的
變化增長，更加劇市場供不應求的現象，進一步
推動價格的提升。由於本集團產業鏈優勢，該分
部原材料為本集團自給自足，原材料的供應並未
出現短缺，保障該分部廠區幾乎全年滿產滿銷。

該分部中，產能最大的產品 為該分部業績增
長的最大貢獻者，收益同比增長 。而一直
收益金額較小的 、 等產品，本回顧期內收
益也皆有較大增長。

Fluoropolymer



13Dongyue Group Limited Annual Report 2017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Refrigerants

本集團依賴內部提供 生產 （一種碳氟化合
物），本集團利用 生產有關高分子材料產品，
如 （一種高度抵抗溫度轉變、絕緣、耐老化
及耐化學品的合成含氟物高分子，用作塗層物料
及可進一步加工成高端精細化學品，並可廣泛應
用於化學、建築、電器與電子及汽車工業）及
（一種重要的有機氟化工單體，可用作生產多種
精細化學品）。此外，本集團製冷劑分部提供
及 作為生產多種下游含氟高分子精細化學
品（包括 （ 改良物料，以 混入 而生
產，主要用於鋪設電線絕緣層、薄壁管、熱能
伸縮管、水泵、閥門及水管）、 （氟橡膠，一
種專門氟化物料，基於其優異機械特性以及卓越
的抗油、抗化學物質以及抗熱特性，主要用於航
天、汽車、機器及石油化學）、 （以 生
產 ，再把 聚合製成的氟碳，主要用於氟
塗層樹脂、氟化粉末塗層樹脂及鋰電池電極黏合
物料）及 ）的原料，華夏神舟已從事生產上述
產品。其他氟化精細化學品（包括 、 、

）組成華夏神舟另一主要生產類別。

製冷劑

於本回顧年內，製冷劑分部收益為人民幣
元，較去年人民幣 元增

長 ，佔集團總收益的 （ 年為
）；而該分部業績為盈利人民幣

元，同比增長 （ 年為盈利人民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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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分部於年內產品價格有較大幅度增長，其原主
要為環保政策的影響。環保壓力的增強導致行業
內上游原材料供給短缺，且在製冷劑的生產過程
中，副產品的處理也成為行業生產受限的一大問
題之一。本集團由於其產業鏈的優勢，原材料供
給並未出現大量短缺現象，而園區一體化的廢棄
物處理設施也能夠很好地消化副產品。因此，本
集團於本年度內，製冷劑分部的生產並未受到限
制。而行業產品價格的大幅提升，使得本集團獲
得較高的收益及利潤。

製冷劑分部年內 收益增長 ，因為其目
前仍然為空調、冰箱等製冷設備的最主要製冷
劑之一。而作為替代 的另兩種產品， 和

也分別增長 和 。由於 屬於
受配額限制的產品， 和 成為最重要的替
代品。目前國內最新款式的空調、冰箱等製冷設
備，已開始大量使用該兩種產品，這也是該兩種
產品業績大幅上漲的原因之一。而本集團目前也
有計劃準備增加 產品的產能。

本集團的 產能為全球最高。作為本集團的核
心製冷劑產品， 是中國最為廣泛使用的製冷
劑，普遍用於家用電器。此外， 已成為生產
含氟物高分子（即 、 及其他下游氟化化
學品）及 的主要原材料。 及 為其他
類型的綠色製冷劑（如 ）的主要製冷劑混合
物，以取代 。目前， 為一種主要取代製
冷劑，並已廣泛使用於變頻空調及其他綠色家用
電器。 已廣泛使用於汽車空調的製冷及空
調系統，而 為本集團另一種主要製冷劑產
品，並能用作發泡劑、氣霧劑及清潔劑。
除可用作製冷劑、溫度控制介質及航空推進劑中
間體外，亦可作為生產 的主要原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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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蒙特利爾議定書， 將於 年末前被逐
步淘汰，由其他綠色製冷劑取代。中國政府已
不再批准任何作為製冷劑使用的新增 產能。
由 年開始，中國政府已對國內所有 生產
商就其銷售 作為製冷劑實施配額制。另一方
面，雖然本集團擁有大量的 產能，但由於其
可以用作生產含氟高分子材料的原材料使用，因
此，本集團將用於製造製冷劑，而被削減的
的產能，改用於生產含氟高分子材料，以滿足日
益增長的含氟高分子材料的市場需求。

有機硅

於本年度內，有機硅分部收益由去年的人
民幣 元，增長 至人民幣

元，佔集團總收益的 （ 年
為 ）。該分部業績為盈利人民幣
元， 較 去 年 盈 利 人 民 幣 元 增 長

。

本年內有機硅市場形勢有大幅轉好，產品價格大
幅增長，市場需求也穩步提升。有機硅市場價格
增長原因也主要歸結於環保壓力的影響，行業普
遍開工不足，供給大量短缺。在該大環境的條
件下，本集團依舊憑借優秀的園區化和產業鏈優
勢，滿產滿銷，充分利用好市場的變化，贏得效
益的大幅增長。

本集團於年內根據市場情況調整有機硅分部的銷
售情況。因硅橡膠於年內價格水平較高，且供給
明顯不足，本集團據此減少 銷售，增加硅橡
膠的生產和銷售。因此，有機硅分部本年內硅橡
膠各產品收入皆有較大幅度增長，而 雖然價
格也有較大增長，但收入同比卻變化不大。

Organic Silic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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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部主要包括生產及銷售 （用作生產如硅
油、硅橡膠及硅樹脂等深加工中下游硅產品的上
游有機硅中間體原材料）、 硅橡膠、生膠及混
煉膠（統稱「硅橡膠」，深加工有機硅橡膠產品，
而生膠為生產混煉膠的重要材料），以及其他副
產品及其他高端下游產品，如氣相白炭黑及硅
油。有機硅有「工業味精」之稱，主要以添加劑、
處理化學品穩定劑、潤滑劑及密封劑形式廣泛
用於軍事、航空、汽車、電子、建築及其他工
業，並為工業加工的重要材料。本集團最初採用
硅粉及自供的一氯甲烷生產硅單體並將硅單體進
一步加工成為硅中間體（主要為 ），本集團將
部份自供用於生產硅橡膠及其他有機硅產品。本
集團亦能於其生產過程中生產及產生其他副產品
及高端下游產品，如氣相白炭黑及硅油。

二氯甲烷、PVC及燒鹼

於 回 顧 年 度 內， 該 分 部 收 益 由 去 年 人 民
幣 元， 增 長 至 人 民 幣

元，佔集團總收益的 （
年為 ）。該分部錄得業績盈利人民幣

元，同比增長 （ 年為盈利
人民幣 元）。

該分部業績增長主要原因在於回顧年內國內經濟
形勢趨於好轉，大宗化工產品需求旺盛，價格
迅速提升。年內， 收入同比增長 ，二
氯甲烷收入同比增長 ，燒鹼收入同比增長

。

Dichloromethane, PVC and Liquid Al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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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部包括本集團製冷劑分部的兩大主要輔助產
品（二氯甲烷及燒鹼）及 產品的生產及銷售的
收益。燒鹼為生產甲烷氯化物（生產製冷劑及有
機硅產品的必需化學物）的一種基本化學產品，
應用於紡織、電力及材料行業。甲烷氯化物包括
主要用於生產抗生素及用作聚氨酯發泡形式的二
氯甲烷。本集團從事生產 （一種廣泛應用於建
築行業以取代傳統建材的熱塑性聚合物）。作為生
產製冷劑產品時會產生的一種化學物（氯化氫），
此乃生產 的基本原材料之一。因此，本集團
生產能確保生產協同效應，並增加從自給自

足的商業鏈所產生的經濟價值。

物業開發

年內，物業開發已完成部分為東岳國際項目，項
目（其中）包括兩個相互毗鄰地塊的住宅部分，位
於中國山東省淄博市桓台縣柳泉北路以西、桓台
大道以北及公園路以南，地塊總面積為 平
方米。住宅部分總面積為 平方米，本集團
計劃於住宅部分興建 幢住宅樓房，總規劃建築
面積約 平方米。

該項目於 年已進入銷售尾聲，僅剩少量剩
餘房源，截至年底已全部銷售。因此該項目於

年收益及業績皆有較大幅度降低。該分部
年內收益為人民幣 元，較去年人民
幣 元降低 ，佔集團總收益的

（ 年為 ；而本年度該分部業績錄
得盈利人民幣 元（ 年為盈利人民幣

元），同比減少 。

目前，該分部已收購兩個新項目（見本集團於
年 月 日所刊登公告），但項目現仍處於建

設階段，尚未實現收益。

Proper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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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該分部包括生產及銷售本集團各經營分部其他副
產品，如氟化氫銨、氫氟酸、溴素等，以及於
年內新開展的大宗商品貿易活動產生的收益。

於 回 顧 年 度 內， 該 分 部 收 益 錄 得 人 民 幣
元，較去年人民幣 元增長

。該分部業績錄得盈利人民幣
元（ 年為人民幣 元），同比增長

。本回顧年度內，該分部業績增長與國
內經濟形勢好轉有關。另外，新開展的大宗商品
貿易活動也為該分部收益的增長帶來貢獻，佔比
達到該分部收益的 以上。

分銷及銷售開支

於回顧年度內，分銷及銷售開支由去年的人民
幣 元增加 至人民幣
元，此乃由於銷售過程中所產生的運輸成本增
加。

行政開支

於 回 顧 年 度 內， 行 政 開 支 自 去 年 的 人 民
幣 元 大 幅 增 加 至 人 民 幣

元，大幅增加主要原因為 僱員薪金
增加及 出售資產的損失增加。

融資成本

於回顧年度內，融資成本自去年的人民幣
元減少 至人民幣

元，此乃主要由於本集團在回顧年度內維持充足
的現金流量，本集團因而減少借貸金額所致。

Others

Distribution and Selling Expenses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inance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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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性支出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本集團資本性支出
合共約為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本集團的資本性支出主要用於
添置固定資產（包括本集團用於有關集團技術改
造，提升智能化及信息化的設備及設施及經營擴
張）。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保持穩健的財務狀況，具備健全的營運
資金管理及雄厚的經營現金流量。於 年 月
日，本集團的權益總額達人民幣

元，較於 年 月 日增加 。於
年 月 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達
人民幣 元（ 年 月 日：人民幣

元）。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減少
主要原因有兩點，其一為因現金充足，公司主動
壓縮銀行貸款規模，提前償還銀行貸款；其二為
銀行承兌匯票額度有較大增長。於回顧年度，
本集團之經營活動產生現金凈流入合共人民幣

元（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人
民幣 元）。於 年 月 日，本集
團之流動比率 為 （ 年 月 日： ）。
經營性現金流量淨額同比減少主要原因是本期物
業開發分部新併購兩家房產公司，物業開發支出
增加所致。

計及上述各項數據，加上可動用銀行結餘及現
金、尚未應用之銀行備用信貸額度、往來銀行之
支持以及充足的經營現金流量，管理層相信，本
集團具備充裕資源，足以償還任何債項以及提供
日常營運及資本開支所需資金。

股本結構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並無購回或註銷任何本公
司上市證券。本公司於 年 月 日的已發行
股份數目為 股。

Capital Expenditure

Liquidity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Capit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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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年 月 日，本集團借貸金額合共為人
民幣 元（ 年 月 日：人民幣

元）。本集團之負債比率 為
（ 年 月 日： ）。負債比率大幅降低
主要由於 年內溢利增加及 年尚未償還貸
款結餘減少。

本集團的借貸行為並無特定季節性。於 年
月 日，本集團的借貸包括非流動部分（一年以
上）及流動部分（一年以內）。借貸非流動部分約人
民幣 元，須於一年以上及五年以內全
數償還。借貸流動部分約為人民幣
元。本集團的借貸按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計息。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浮動利率借貸及固
定利率借貸的加權平均實際年利率分別為
（ 年： ）及 （ 年： ）。於

年 月 日，本集團借貸的 （ 年
月 日： ）為定息借貸。

於 年及 年 月 日，本集團之借貸僅以
人民幣計值。

附註：

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負債比率 債務淨額÷總資本

債務淨額 總借貸－銀行結餘及現金

總資本 債務淨額 權益總額

集團結構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結構並無任何重大變化。

Notes:

Group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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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 年 月 日，本集團以賬面值合共約人
民幣 元（ 年 月 日：人民幣

元）的若干物業、機器、設備及預付租
金及以人民幣 元（ 年 月 日：人
民幣 元）之銀行存款用作本集團借貸及
應付票據的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活動 

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且大多數交易以人
民幣結算。然而，自海外客戶賺取收益及向海外
供應商購買機器及設備結算時均收取╱支付外幣
（主要為美元）。

為減少持有外幣的風險，本集團經考慮不久將來
的外幣付款安排後，通常會在款項收訖後隨即將
外幣兌換成人民幣。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 年 月 日，本集團共聘用 名僱員
（ 年 月 日： 名）。本集團按業績及員
工表現實施薪金政策及獎金。本集團亦有提供社
會保險及退休金等福利，以確保薪酬競爭力。

Charge on Assets

Exposure to Fluctuations in Exchange Rates and 

Related Hedges

Employees and Remuner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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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Executive directors

Mr. ZHANG Jianhong

（中國民
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全國
工商聯）

（中國氟硅材料工業協會）

（山東省政協）

（ 資本才俊 ）

Mr. FU Kwan

董事
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負責且擁有一般權力
對本公司的業務進行管理及經營。以下列示董事
會成員的若干資料：

執行董事

張建宏先生， 歲，於 年 月獲委任為本公
司主席、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張先生自 年
月起已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及其前身公司工作，有超過 年化工業及高分子
材料行業經驗。張先生亦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東岳
化工、東岳高分子及東岳有機硅的主席以及本公
司附屬公司東岳氟硅、東營東岳鹽業及東岳精細
化工的董事。此外，張先生為中國民生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及戰略委員會主席。張先生獲得經
濟學碩士學位，為高級政工師。張先生於 年
至 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服役。張先生現
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氟硅材料工業協會副
理事長及山東省政協常委，獲得「第四屆全國非
公有制經濟人士優秀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首
屆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風雲人物」、「中國品牌
國際市場十大傑出人物」、「全國優秀復員退伍軍
人」及香港雜誌《資本才俊》「年度傑出 」等榮譽
稱號。

傅軍先生， 歲，傅先生於 年 月獲委任為
本公司的執行董事，曾為東岳化工、東岳高分
子、東岳有機硅及東岳氟硅的董事。傅先生是
新華聯控股有限公司（「新華聯控股」）的董事會主
席兼總裁，並為新華聯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新華
聯國際」）（本公司之一主要股東）的董事。傅先生
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為高級經濟師。傅先
生有超過 年企業管理及業務策劃的經驗。傅先
生曾任湖南省醴陵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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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外貿局局長及第十屆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現時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湖南企
業商會名譽會長、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及全國工
商聯參政議政委員會主任。傅先生亦於 年獲
得中國職業經理人協會評為「中國十大傑出企業
家」。此外，傅先生現時擔任新華聯文化旅遊發
展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的董事。傅先生擁有新華聯控股直接 及間
接 權益，該公司全資擁有新華聯國際。新華
聯國際是新絲路文旅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後
者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劉傳奇先生， 歲，於 年 月獲委任為本公
司執行董事。彼自 年 月起已在本集團及其
前身公司工作，累積超過 年化工業經驗，現擔
任本公司附屬公司東岳化工、東岳高分子、東
岳氟硅、東岳有機硅、東營東岳鹽業、華夏神
舟、東岳精細化工及曾擔任淄博東岳氯源董事。
劉先生亦曾為東岳化工總經理及現為本集團總
裁。劉先生為高級政工師，曾於 年獲淄博市
工會授予「振興淄博勞動獎章」獎項。

張哲峰先生， 歲，於 年 月獲委任為本公
司執行董事、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張先生曾於

年至 年任本集團財務總監。彼於 年
月至 年 月任新華聯礦業有限公司之財務總
監及總經理。新華聯礦業有限公司為新華聯控股
有限公司（亦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新華聯實業投
資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之附屬公司。張先生於

年畢業於湖南大學。彼亦為中國註冊會計師
協會會員及中國註冊稅務師。張先生於會計及財
務領域擁有逾 年的經驗。

（北京湖南企業商會）
（中國民間商

會）
（全國工商聯參政議政委員會）

（新華聯文化旅遊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Mr. LIU Chuanqi

Mr. ZHANG Zhefeng

新華聯礦業有限公司

新華聯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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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ZHANG Bishu

湖南省益陽製藥廠

新華聯偉鴻食品有限公司
佳遠鈷業控股有

限公司

Mr. ZHANG Jian

新華聯文化旅遊發展股份有
限公司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Mr. TING Leung Huel, Stephen MH, FCCA, FCPA (PRACTISING), ACA, CTA 

(HK), FHKIoD

張必書先生， 歲，於 年 月獲委任為本公
司執行董事。張先生現任新華聯集團高級副總
裁、首席會計師兼化工與輪胎事業部總裁。於早
年間，張先生曾任湖南省益陽製藥廠財務科科長
及湖南省益陽稅務局科長及副局長。彼於 年
月加入新華聯集團。彼曾任新華聯集團財務副

總監、新華聯偉鴻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佳遠鈷
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及新華聯集團財務
總監兼投資事業部總監。張先生於 年獲得內
蒙古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彼亦為中國註冊會
計師及註冊稅務師。

張建先生， 歲，於 年 月獲委任為本公司
執行董事。彼自 年 月起已在本集團工作。
張先生在投資銀行及企業融資方面有超過 年經
驗，持有中國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及法律學士學
位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張先生
現任新華聯集團高級副總裁兼陶瓷與裝備事業部
總裁，亦是新絲路文旅有限公司（該公司於聯交
所上市）的執行董事，科達潔能股份有限公司（該
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副董事長及新華
聯文化旅遊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深圳證
券交易所上市）的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丁良輝先生， 、 、 、
、 、 ， 歲，於 年 月

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丁先生為執業
會計師，自 年起擔任丁何關陳會計師行之執
行合夥人。丁先生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
九、第十及第十一屆福建省委員會委員。丁先生
現為周生生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及
六間聯交所上市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通達集團控
股有限公司、新絲路文旅有限公司、科聯系統集
團有限公司、天虹紡織集團有限公司及中駿置業
控股有限公司。除上述者外，丁先生於過去 年
內並無擔任其他上市公司董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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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潤棟先生， 歲。岳先生於 年 月獲委任
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此之後任職本集團
至今。岳先生在化工行業已累積逾 年經驗。岳
先生曾任瀋陽化工研究院技術員、專題組長及副
主任、晨光化工研究院院長及成都有機硅研究中
心院長。岳先生也曾出任藍星化工科技總院院長
及中國氟硅有機材料工業協會理事長、教授級高
級工程師。岳先生現為中國氟硅有機材料工業協
會名譽理事長。

楊曉勇先生， 歲，於 年 月獲任為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在含氟高分子材料及有機硅材
料工業領域有累積超過 年的工作經驗。楊先生
於 年取得華東理工大學化學工程學士學位。
楊先生曾任職於中藍晨光化工研究設計院有限公
司，擔任總工程師以及國家有機硅工程技術研究
中心主任、國家合成樹脂品質監督檢驗中心主
任、中國氟硅有機材料工業協會有機硅專業委員
會秘書長等職。楊先生現為中國氟硅有機材料工
業協會副理事長、專家委員會主任、有機硅專業
委員會主任、《有機硅材料》主編。此外，楊先生
現時分別擔任湖北興發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該
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及寧波潤禾高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
市）的獨立董事。

Mr. YUE Rundong

Mr. YANG Xiaoyong

湖北興發化工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

寧波潤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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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management

Mr. WANG Weidong

全
國化工優秀科技工作者

石油和化工工業協會
傑出貢獻企業家

山東省優秀企業家

Mr. LI Yuwen

Company secretary

Mr. CHUNG Tak Lai

高層管理人員
王維東先生， 歲，自 年 月起至今任職於
本集團，負責技術研發及公司管理事宜，期間全
面主持氟硅公司、有機硅公司的籌建工作，歷任
東岳氟硅、有機硅公司總經理，擁有超過 年的
化工製造管理經驗，彼現時出任本集團總裁、東
岳化工總經理、東岳集團各附屬公司董事 。王先
生曾獲石油和化工工業協會「全國化工優秀科技
工作者」、「傑出貢獻企業家」和山東省「優秀企業
家」等稱號。王先生持有上海交通大學工商管理
碩士學位。

李玉文先生， 歲，自 年 月至今，任職於
本集團，彼現時出任本集團副總裁、黨委副書
記、紀委書記。 年，彼獲得教授級高級政工
師職稱， 年 月獲得北京外國語學院本科學
歷。

公司秘書
鍾德麗女士， 歲，為本公司的全職公司秘書。
鍾女士於 年 月 日加入本集團，主要負責
本公司的公司秘書事宜，其於會計、企業融資及
策略投資方面擁有 年經驗。於加入本公司前，
鍾女士曾在一間國際知名會計公司的審計及財務
諮詢部工作，以及任職於一間香港上市藍籌公司
的收購合併部，及分別任職於兩間香港上市公司
的會計財務部及策略投資部。鍾女士於香港中文
大學獲取工商管理學系（主修專業會計學）學士學
位，及於倫敦大學獲取法律學士學位。鍾女士為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會計師
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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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 activities

Results and appropriations

Closure of the Register

董事會謹此提呈東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年 月 日
止年度之董事會報告及經審核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附屬公司的主要
業務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年內，本集團主要業
務的性質並無顯著變化。

業績及分派
本集團於年內的業績載於第 頁的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 年 月 日止六個月的中
期股息（截至 年 月 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現建議向於 年 月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 年度末期股息每
股 港元（「末期股息」）（約相等於每股人民幣
元）（ 年：每股 港元，約相等於每股人民
幣 元）。末期股息須得到將於 年 月 日
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本
公司股東之批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取得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及收
取末期股息的資格，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將會暫停
辦理。

本公司將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包括
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
間概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若要符合出席
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所有股份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 年 月 日
下午 時 分前送交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
港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
大道東 號合和中心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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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Share capital

Distributable reserves

Pre-emptive right

Purchase, sale or redemption of listed securities

本公司將於 年 月 日至 月 日（包括首尾兩
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概不
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若要符合收取末期
股息的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在

年 月 日下午 時 分前送交卓佳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號合和中
心 樓。

儲備
本集團於年內的儲備變動載於第 頁的綜合權
益變動表。

物業、機器及設備
本集團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
表附註 。

股本
本公司股本的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

可供分派儲備
於 年 月 日，本公司按照開曼群島公司法
（ 年修訂本）計算的可供分派予股東的儲備為
人民幣 元，其中 港元（約
相等於人民幣 元）擬作為末期股息。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中概無可
致使本公司須按比例發售新股予現有股東的優先
購買權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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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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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options

Share option scheme

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 年 月 日以書面決
議案批准的購股權計劃（「計劃」），本公司可向
（其中包括）本公司的董事及本集團僱員授出購股
權認購股份，以表揚彼等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
根據計劃，董事會（「董事會」）可酌情邀請任何合
資格參與者接納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該等
股份加上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的股份總數，不得
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的 。因行使根據計劃及
任何其他計劃授出的所有購股權而可能發行的股
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股份首次開始於聯交所買
賣當日已發行股份數目的 ，惟根據載於計劃
的條件獲股東進一步批准者則除外。於任何 個
月期間內，因行使根據計劃及任何其他計劃授出
的所有購股權（包括已獲行使或尚未行使的購股
權）而已發行及將會發行予每名參與者的股份總
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

有關授出購股權的要約（「要約」）必須於要約日期
起計 天內獲接納，並支付 港元代價。購股
權行使價將按下列最高者釐定： 聯交所每日報
價表所列股份於緊接要約日期前五個營業日的平
均收市價； 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股份於要約
日期的收市價；及 股份的面值。根據計劃及任
何其他計劃可供發行的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

股股份，佔於上市日期全部已發行股
本的 ，惟獲股東進一步批准者則除外。購股
權的行使期由授出日期起計最多達 年，而購股
權的行使須受計劃的條款及條件以及董事會可能
規定的任何授出條件所限制。除非本公司在股東
大會上以決議案終止計劃，否則計劃將於 年
月 日起計 年期間內一直生效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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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Executive Directors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May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appointed on 2 May 2017)

(appointed on 2 May 2017)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INEDs”)

根據計劃授出的全部購股權已於 年 月 日到
期；及計劃亦已於 年 月 日到期。於截至

年 月 日止財政年度，概無根據計劃授出
購股權，亦無計劃項下之購股權已行使、失效或
註銷。於 年 月 日，並無計劃下尚未行使
之購股權。

購股權公平值的相關會計政策載於財務報表
附註 。

董事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及截至本報告日期
止，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張建宏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傅軍先生
劉傳奇先生
崔同政先生（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
（於 年 月 日辭任）
張哲峰先生（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
馮建軍先生（於 年 月 日辭任）
張必書先生（於 年 月 日獲委任）
張建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丁良輝先生
岳潤棟先生
楊曉勇先生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條，於每屆股東
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之一在任董事（或倘董事
人數並非三或三的倍數，則最接近三分之一但不
少於三分之一的數目）須輪值退任，而每名董事
須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傅軍先生、劉傳奇
先生、張建先生及楊曉勇先生將於應屆股東週年
大會輪值退任。彼等符合資格並願意在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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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service contracts

Directors’ interests in contracts

Director’s rights to acquire shares

Biographical details of Directors and senior 

management

董事的服務合約
建議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重選的董事概無與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立或建議訂立本集團不可
於一年內不付賠償（法定賠償除外）而予終止的任
何服務合約。

董事於合約的權益
本公司、其任何同系附屬公司、附屬公司或控
股公司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間概無訂立任何本公
司董事於其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的重要合
約。

董事購入股份的權利
除本報告「購股權」一節披露者外，本公司、其控
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於年內
任何時間，概無參與任何可致使董事、彼等各自
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
人團體的股份或債券而獲益的安排。

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履歷詳情 

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高層管理人員的履歷詳情載
於第 至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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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uneration of the Directors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practice

董事的薪酬
各董事的薪酬乃經參考董事的職務、責任、表現
以及本集團的業績釐定。

董事的薪酬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的詳情載於第 至 頁。

環境、社會及管治常規
本公司環境、社會及管治常規的詳情載於第 至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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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of interests

(a) Directors’ and chief executives’ interests and short 

positions in the Shares, underlying Shares and 

debentures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或相關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Name of Director Nature of interest

Number of Shares 

or underlying Shares

% of issued 

share capital

張建宏先生 企業權益

實益權益

傅軍先生 企業權益

劉傳奇先生 企業權益

實益權益

張建先生 實益權益

張哲峰先生 實益權益

張必書先生 實益權益

權益披露

(a)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 年 月 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
人員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 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第 及第
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當作
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 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
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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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張建宏先生持
有 的全部權益，故張
先生被視為於 持有的

股股份 中擁有權益。

該等股份由新華聯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新華聯
國際」）直接持有，而新華聯國際則由新華聯實
業投資有限公司（「新華聯實業」）全資擁有。新
華聯實業由新華聯控股全資擁有，而新華聯控
股則由長石投資有限公司（「長石」）及傅軍先生
分別擁有 及 。此外，長石分別由傅軍
先生及肖文慧女士直接擁有 及 權
益。

該等股份由劉傳奇先生全資擁有的
直接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劉先生被視為於 持
有的 股股份 中擁有權益。

：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 年 月 日，本公司
當時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
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 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第 及第 分
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
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條須
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
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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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ubstantial shareholders’ and other person’s 

i n t e r e s t s a n d s h o r t p o s i t i o n s i n t h e S h a r e s , 

underlying Shares and debentures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或相關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Name of Shareholder Nature of interest

Number of shares 

or underlying Shares

% of issued 

share capital

新華聯國際 實益權益

新華聯實業 企業權益

新華聯控股 企業權益

長石 企業權益

肖文慧女士 企業權益

實益權益

崔同政先生 企業權益

實益權益

實益權益

(b)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 年 月 日，就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
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並非本公司的董事
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
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部第 及第 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
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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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該等股份由新華聯國際直接持有，而新華聯國
際則由新華聯實業全資擁有。新華聯實業由新
華聯控股全資擁有，而新華聯控股則由長石及
傅軍先生分別擁有 及 。此外，長石分
別由傅軍先生及肖文慧女士直接擁有 及

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張建宏先生持
有 的全部權益，故張
先生被視作於 所持有

股股份 中擁有權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崔同政先生持有
的全部權益，故崔

先生被視作於 所持有
股股份 中擁有權益。

：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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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terests in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as at 31 

December 2017

本公司附屬公司名稱 該附屬公司的主要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佔有關附屬公司
已發行股本╱

註冊資本百分比

Name of the 

Company’s subsidiary

Name of substantial shareholder 

of such subsidiary Nature of interest

% of issued share 

capital/registered 

capital of 

such subsidiary

山東東岳氟硅材料有限公司
（「東岳氟硅」）

山東省高新技術投資有限公司 公司

內蒙古東岳金峰氟化工有限公司 赤峰金峰銅業有限公司 公司

赤峰華昇礦產有限公司 赤峰金峰銅業有限公司 公司

東營東岳鹽業有限公司
（「東營東岳鹽業」）

新華聯產業投資有限公司
（「新華聯產業投資」）

公司

東營東岳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新華聯產業投資

東營海潤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公司

山東東岳汶河氟材料有限公司 山東萊蕪汶河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

山東東岳未來氫能材料有限公司 霍爾果斯旭日股權投資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新華聯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

(c) 於2017年12月31日於本集團其他成
員公司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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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interests in competing business

Management contracts

Major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附註：

新華聯產業投資持有東營東岳鹽業的 權
益，而東營東岳鹽業擁有東營東岳精細化工有
限公司的 權益，本公司及東營海潤投資
中心（有限合夥）則分別擁有餘下 及
權益。因此，新華聯產業投資間接擁有東營東
岳精細化工有限公司超過 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
員所知，於 年 月 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
（並非本公司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部
第 及第 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任何權益或
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在任何情況
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
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或以上權益。

董事於競爭性業務的權益
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本公司董事概無
擁有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存在競爭或可能存
在競爭的任何業務的權益。

管理合約
本年度內並無訂立或存在與本集團全部或任何重
大部分業務有關的管理及行政合約。

主要供應商及客戶
本年度本集團主要供應商及客戶應佔的購買及銷
售百分比如下：

購買
－最大供應商
－五大供應商（合併計算）

銷售
－最大客戶
－五大客戶（合併計算）

概無董事、彼等的聯繫人或據董事所知擁有本公
司股本逾 的任何股東於上述主要供應商或客戶
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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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ed transactions

2017年的持續關連交易 年度上限 實際金額
Continuing connected transactions for the year 2017 Annual Cap Actual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向東營東岳鹽業採購工業鹽的架構
協議（「東營東岳鹽業協議」）
（附註 ）

新華聯控股集團財務有限公司提供
存款服務及貸款服務的財務服務
主協議（「財務服務協議」）
（附註 ）

關連交易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進行須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章
的規定匯報的關連交易。

本集團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訂立不屬於
上市規則第 條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詳情載
列如下：

附註 ：訂立東營東岳鹽業協議的目的是為本集團生產燒鹼
及氯（為本集團的製冷劑、含氟物高分子及有機硅
生產的重要中間原材料）。東營東岳鹽業因為身為
本公司其中一位執行董事傅軍先生的聯繫人及本公
司主要股東新華聯國際的聯繫人而成為關連人士。
新華聯產業投資由新華聯控股及長石持有 及
權益。

於 年 月 日，東岳氟硅與東營東岳鹽業訂立
續訂東營東岳鹽業協議，為期三年，直至 年
月 日。有關續訂東營東岳鹽業協議的詳情載於本
公司日期為 年 月 日的公告。

工業鹽的購買價格乃由協議方參考工業鹽當時現行
市價，以不遜於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款，經公平
磋商後釐定，並須由本集團於一個月之信貸期內以
銀行匯款、匯票或其他經協定的支付方式，按一般
商業條款支付。續訂東營東岳鹽業協議並無條文規
定本集團向東營東岳鹽業獨家採購工業鹽。



40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年報

董事會報告
Report of the Directors

附註 ：於 年 月 日，本公司與新華聯控集團財務有
限責任公司（「新華聯財務」）訂立金融服務主協議，
據此，新華聯財務同意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的一年內，在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

條款向本集團提供存款服務及貸款服務。有關詳情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年 月 日之公告。

金融服務主協議將為本集團提供另一全新渠道，以
較低資本風險善用剩餘資金，並以較低融資成本取
得融資，從而提高整體資金使用效益。訂立金融服
務主協議後，無阻本集團使用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服務、貸款服務或其他金融服務。新華聯財務為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新華聯財務是新華聯控股有限公
司旗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而新華聯控股有限公司
則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而且，
新華聯控股有限公司亦由執行董事傅軍先生間接控
制。

就存款服務而言，根據金融服務主協議規定，本集
團根據該協議存入並留在新華聯財務的存款利率：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不時頒佈的同類存款利率釐定；
及 不比中國國內主要商業銀行同類存款的現行利
率低。

就貸款服務而言，根據金融服務主協議： 新華聯
財務向本集團提供的貸款利率將不高於中國國內主
要商業銀行於同期就同類貸款所提供的利率；及
本集團將不會以其資產就新華聯財務所提供的貸款
及借貸作出抵押。

上述持續關連交易已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審閱。獨
立非執行董事確認，上述持續關連交易乃 於本
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 按一般商業條款
或按對本集團而言，不遜於給予獨立第三方或由
獨立第三方所提供的條款進行；及 按監管該等
交易的相關協議根據屬公平及合理且符合本公司
股東整體利益的條款進行。

董事會已就上述持續關連交易委聘本公司核數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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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iciency of public float

Auditors

Permitted Indemnity Provision

Zhang Jianhong

Chairman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得的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
報告日期，本公司已維持上市規則所規定的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足夠公眾持股量。

核數師
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將退任本公司核
數師，惟其合資格並願重新獲委任為本公司核
數師。本公司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決議
案，重新委任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擔
任本公司核數師。

獲准許彌償條文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董事就彼等之職務履
行其職責或假定職責時因所作出、發生的作為或
不作為而招致或蒙受的所有訴訟、費用、收費、
損失、損害及開支從本公司的資產及溢利中獲得
彌償及獲確保免於就此受到損害，惟有關彌償不
得與任何欺詐或不誠實事宜有關。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張建宏

中華人民共和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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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ard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肩負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創造價值及帶來最大
回報的使命，同時履行其企業責任。為此，本公
司矢志提升及保持最高水準的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並採納及
改進各項程序及文書處理方式，詳情載於本報
告。據董事所盡知及盡信，本公司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採納並一直遵

守上市規則附錄 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守則」）
的守則條文，惟關於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偏離
守則除外，有關詳情披露於本報告下文相關段
落。

董事會
董事會負責領導和監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及監察本集團的業務、策略性方針
和表現。董事會轉授權力和責任予本集團管理人
員，以管理本集團。此外，董事會亦已轉授若干
責任予董事會轄下的委員會。本公司定期對董事
會的組成進行檢討，以確保董事會成員在專業、
技能及經驗方面實現良好平衡，符合本集團業務
的要求。

除崔同政先生及馮建軍先生於 年 月 日辭任
本公司執行董事職務並自當日起生效以及張哲峰
先生及張必書先生於同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
董事外，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及截至本報
告日期，董事會的架構並無任何變動，現時由九
名董事組成，其成員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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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Directors (“EDs”):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resigned on 2 May 2017)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appointed on 2 May 2017)

(resigned on 2 May 2017)

(appointed on 2 May 2017)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INEDs”):

執行董事：

張建宏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傅軍先生
劉傳奇先生
崔同政先生（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
（於 年 月 日辭任）
張哲峰先生（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
（於 年 月 日獲委任）
馮建軍先生（於 年 月 日辭任）
張必書先生（於 年 月 日獲委任）
張建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丁良輝先生
楊曉勇先生
岳潤棟先生

董事簡歷詳情載於本年報第 至 頁「董事及高
層管理人員履歷」一節。

本公司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人數三
分之一。按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 條的規定，本公司最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須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財務管理相關專
業知識。董事會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就其獨
立身份發出的年度確認，根據上市規則第 條
所載指引，董事會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
為獨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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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舉行
董事會會議次數

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

Number of

Board meetings

attended/held

Attendance 

of the AGM

執行董事： EDs:

張建宏先生
傅軍先生
劉傳奇先生
崔同政先生（於 年 月 日辭任）
張哲峰先生（於 年 月 日獲委任）
馮建軍先生（於 年 月 日辭任）
張必書先生（於 年 月 日獲委任）
張建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INEDs:

丁良輝先生
楊曉勇先生
岳潤棟先生

於回顧年度，董事會定期開會討論本集團整體策
略以及營運與財務表現，並審閱及批准本集團年
度及中期業績以及企業管治、業務營運、財務、
資本、薪酬、收購及成立合資公司。於回顧年
度，共舉行八次董事會會議及一次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除股東週年大會外，本公司
並無召開其他股東大會。各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
及股東週年大會的情況載於下文。此外，若干有
關訂立貸款框架協議及向合資公司出售資產的事
宜乃透過董事的書面決議案予以處理。

年內，各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的情況載列如下：

傅先生及劉先生委任代表於彼等缺席期間代其出席董
事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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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董事會處理之事項
主要涉及本集團整體策略、年度及中期業績、風
險管理、股息政策、企業管治、資本、財務、
投資及薪酬。董事會已將本集團之日常業務營運
委派受董事會監督的高層管理人員負責。此外，
於 年 月 日，本公司主席與全體獨立非執
行董事展開討論，就本集團業務發展及內部監控
事宜交換意見，並無其他執行董事出席。

董事會會議定將定期並按業務需要舉行。召開定
期董事會會議一般會給予全體董事最少十四天通
知（或就所有其他會議給予合理通知），以便彼等
有機會將討論事項納入會議議程內。公司秘書協
助主席編製會議議程及確保妥為遵守所有適用規
則及規例。議程及隨附董事會文件一般在董事會
會議擬舉行日期前最少三天送呈全體董事。所有
會議記錄均由公司秘書存管，並於任何董事發出
合理通知後，在任何合理時間供彼查閱。

自 年 月起，在協助董事履行各自於上市規
則下規定的責任時，董事已獲提供月度更新資
料，詳細載列對本集團的表現、狀況及前景作出
平衡而易於理解的評估，並獲提供適當保險，以
保障彼等在履行各自責任時免受針對彼等的法律
行動所導致的潛在風險。

董事的持續專業發展
本公司會告知董事有關法律、規則及法規的修訂
或更新資訊。此外，本公司會向董事提供彼等發
展及更新專業技能所需書面材料。於 年 月
日，本公司組織董事參加了有關上市規則的內

部研討會（「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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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受的企業管治培訓╱ 

法律、規則及
法規的更新資訊

Received training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Updates on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執行董事： EDs:

張建宏先生
傅軍先生
劉傳奇先生
張哲峰先生
張必書先生
張建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INEDs:

丁良輝先生
楊曉勇先生
岳潤棟先生

Directors’ responsibilitie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根據本公司存置的記錄，董事於回顧年內已接受
下列持續專業發展方面的培訓：

董事在企業管治中的責任
董事認識到維持高標準企業管治的重要性及此乃
彼等的責任。為此，企業管治委員會負責（其中
包括）審閱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政策及常規以及本
公司是否遵守守則和本報告內的相關披露。

更多詳情載於本報告「企業管治委員會」一節中相
關段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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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s’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Roles of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ppointment and re-election of Directors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
守則，其條款嚴格程度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 所
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載列
的規定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
體董事確認，彼等一直遵守本公司所採納有關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
守則第 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
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兼任。張建宏先生目前身
兼本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由一人
同時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令本集團更能貫徹強
勢領導，且在業務策劃上更具效率。此外，董
事會認為，在由多名經驗豐富且具才幹的人士所
組成董事會密切監控下，此架構不會影響權力平
衡。董事會對張先生充滿信心，並深信現時安排
對本集團的業務前景最為有利。

董事的委任及重選
新董事的委任及其他相關事項已委派予本公司
提名委員會負責。提名委員會就相關事項（包括
本公司董事的委任及重新委任）向董事會提供建
議。董事會認為，預期新任董事應具備有關範疇
的專業知識，以為本公司作出貢獻，且有足夠時
間參與本公司的決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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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committees

Remuneration committee

除張哲峰先生及張必書先生外，本公司其他執行
董事概無與本公司訂有服務合約。張哲峰先生及
張必書先生已訂立服務合約，自 年 月 日起
為期兩年。此外，獨立非執行董事已與本公司簽
訂委任書，自 年 月 日起為期約兩年。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章程細則」），當時三
分之一董事，或倘董事人數並非三之倍數，則最
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之一人數，須於各股東週年大
會按照章程細則條文輪值退任。因此，全體董事
均須依據章程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並重
選連任。

董事委員會
董事會已設立薪酬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提名委
員會、企業管治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並制
定具體書面職權範圍（可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
查閱），各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除外）的主席均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為進一
步提升獨立性，各委員會（企業管治委員會除外）
均由大多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
執行董事，分別為楊曉勇先生（委員會主席）、丁
良輝先生及張建宏先生組成。薪酬委員會的書面
職權範圍其中包括檢討本集團有關全體董事及本
集團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及結構，批准全體執
行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包括根據本
公司的購股權計劃向本集團僱員及執行董事授出
購股權，以及就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薪酬向董事會
作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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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出席情況
Attendance of 

the meeting

委員會成員：
楊曉勇先生
丁良輝先生
張建宏先生

薪酬範圍（港元） 人數

Remuneration bands (HKD)

Number of

persons

港元至 港元
港元至 港元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薪酬委員會曾舉行
一次會議，各成員的出席情況載列如下：

會議批准了截至 年 月 日止財政年度的執
行董事及本集團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成員亦批
准了向董事會提供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的建議。
此外，委員會成員已討論並審閱了董事及本集團
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及本集團薪酬相關事宜。

高層管理人員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的薪
酬範圍載列如下：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須予披露的有關董事薪酬及
五位最高薪酬僱員的進一步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
註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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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 committee

出席╱舉行
委員會會議次數

Number of 

Committee 

meeting 

attended/held

委員會成員：
丁良輝先生
楊曉勇先生
岳潤棟先生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
為丁良輝先生（委員會主席，具備合適專業資格
或會計或財務管理相關專業知識）、楊曉勇先生
及岳潤棟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年報及賬目
及半年度報告及賬目，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及意見；就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外聘核數師向
董事會提供建議以及批准外聘核數師的酬金及委
聘條款。審核委員會亦負責審閱本集團的財務申
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並就此提供建議。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審核委員會曾舉行
五次會議，各成員的出席情況如下：

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及本集團有關管理人員亦曾出
席該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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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 年 月 日止財政年度舉行的會議
上，審核委員會已履行以下各項工作：

就本集團於截至 及 年 月 日止年
度的財務報表召開審核前會議；

討論及審閱審核工作、內部監控、風險管理
及財務報告事項，包括於提交董事會批准前
審閱年報╱中期報告、賬目及相關的業績公
告；

批准外聘核數師就截至 年 月 日止財
政年度提供審核及非審核服務的酬金及其相
關委聘條款；及

檢討外部審核結果、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
及慣例、上市規則及有關財務申報的法定守
規事項。

此外，於 年 月 日，審核委員會就本集團截
至 年 月 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的審核
與外聘核數師舉行審核前會議。審核委員會亦於

年 月 日與管理層舉行會議，以審閱本集
團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內部監控
及財務申報的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然後才呈交董事會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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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nation committee

會議出席情況
Attendance of 

the meeting

委員會成員：
張建宏先生
丁良輝先生
楊曉勇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 年 月 日成立提名委員會，並
書面釐定其職權範圍為負責本公司新董事的委任
及其他相關事宜。張建宏先生獲委任為提名委員
會的主席，丁良輝先生及楊曉勇先生獲委任為提
名委員會的成員。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
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組成（包括技能、知識、
經驗及多元化方面），物色具備合適資格可擔任
董事會成員的人士，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
性，檢討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政策」）及檢討
董事會就實施有關政策所採納的可測量目標以及
於本公司企業管治報告內作出有關達成該等目標
的進展的相關披露。

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提名委員會舉行
一次會議，各成員的出席情況如下：

會上，委員會成員討論了董事會的組成相關事
宜，並就此向董事會作出推薦建議以供考慮，就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董事
並就董事會實施該政策應採納的可測量目標提出
建議，同時檢討了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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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licy Statement

B. Measurable Objectives

C.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D. Review of the Policy

此外，有關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的概要載列如
下：

A. 政策聲明
本公司明白並深信建立一個多元的董事會的
裨益良多。一個真正多元的董事會可容入並
善用董事的不同技能、地區及行業經驗、背
景、種族、性別及其他資歷。此等差異將
用作決定董事會的最佳組合。董事會所有的
委任均以用人唯才為原則，並於考慮人選時
以客觀條件充分顧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裨
益。

B. 可測量目標
提名委員會將就實施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每年
討論及議定可測量目標，並向董事會作出建
議以供採納。

本公司旨在建立並維持董事會董事在技能、
經驗、知識、專長、文化、獨立身份、年
齡及性別方面的多元化。

C. 監察及匯報
提名委員會每年將於企業管治報告內從多元
化角度匯報董事會的組成，並監察本政策的
實施情況。

本政策概要連同就實施本政策而制定的可測
量目標，以及在達成該等目標上取得的進
展，將於企業管治報告內作出披露。

D. 檢討本政策
提名委員會將於適當時候檢討本政策，並向
董事會提出任何擬定更改建議以供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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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ttee

會議出席情況
Attendance of 

the meeting

委員會成員：
張建宏先生
劉傳奇先生
張必書先生

董事會已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採納以下
可測量目標：

董事會成員的候選人應包括具有海外（中國
境外）學術、研究或工作經驗者；

應確保不限性別地篩選董事；及

董事會成員的候選人應包括具有其他行業工
作經驗者。

年內，董事會已達至上述可測量目標，董事會於
篩選董事時，已包括於其他行業具有海外學術、
研究或工作經驗的男女兩個性別的人選。

企業管治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 年 月 日成立企業管治委員
會，並訂有職權範圍。張建宏先生獲委任為企業
管治委員會主席以及劉傳奇先生及馮建軍先生獲
委任為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企業管治委員會的
主要職責為拓展及檢討企業管治政策及常規並向
董事會提出建議、檢討及監察董事的培訓及持續
專業發展、檢討及監察有關遵守法律及法規要求
的政策及常規以及檢討遵守守則的情況及於企業
管治報告內所作出的披露。企業管治委員會於回
顧年度內舉行了一次會議。各成員的出席情況載
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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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出席╱舉行
委員會會議次數

Number of

Committee meeting 

attended/held

委員會成員：
丁良輝先生
楊曉勇先生
岳潤棟先生

在會議上，各成員討論及審議了有關本公司企業
管治政策及常規，董事培訓及持續專業發展以及
企業管治報告的事宜。

風險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於 年 月 日成立風險管理委員會，
並訂立書面職權範圍，檢討本公司風險管理、內
部監控及其他相關事宜，並提出建議。丁良輝先
生獲委任為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及楊曉勇先生及
岳潤棟先生獲委任為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風險
管理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省覽、審閱及批准風險
管理政策，識別本集團風險，批准影響本集團風
險情況或風險承擔的重大決定，考慮危機及緊急
情況下決策流程的有效性，及審閱本集團內部控
制制度的有效性及資源。

風險管理委員會於回顧年度內舉行了三次會議。
各成員的出席情況載列如下：

於截至 年 月 日止財政年度舉行的會議
中，各成員於提交董事會批准前，討論及審閱了
有關本公司內部監控措施及政策及其實施情況的
事宜以及內部監控報告（由獨立諮詢公司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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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 of Directors and 

external auditors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

董事及外聘核數師各自的責任

董事負責編製真實公平反映本集團財務狀況及本
集團業績及現金流量的財務報表。外聘核數師則
負責根據審核結果，對董事編製的財務報表提出
獨立意見，並僅向本公司股東報告，除此之外不
可作其他用途。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本集團董事會負責評估及釐定本集團達成策略目
標時所願意接納的風險性質及程度，並確保本集
團設立及維持合適及有效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系統。本集團董事會已監督管理層對風險管理及
內部監控系統的設計、實施及監察。董事會確
認，其有責任為本集團建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系統，並會持續監督有關係統，並確保最少每年
檢討一次公司及其主要附屬公司的風險管理及內
部監控系統的有效性。

本公司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亦
確認已檢討本集團及其主要附屬公司的風險管理
和內部監控系統的有效性，有關檢討涵蓋本集團
所有重要的監控方面，包括戰略監控、財務監
控、營運監控及合規監控。

本公司已設立內部審核功能。公司亦開展對風險
管理的梳理，程序主要包括：

） 識別風險，形成風險清單；

） 依據各類潛在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以及本集團
管理層關注度，結合風險可能造成的財務損
失，對運營效率、持續發展能力和聲譽的影
響開展風險評估工作，並進行優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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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別重大風險的風險管理措施，對風險管理
措施的設計方面進行評估，對不足之處制定
措施進行改善；

） 就風險管理編製了風險管理手冊，明確管理
層、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
在風險管理工作的職責；

） 管理層已對風險管理系統的檢討及評估結
果，重大風險因素及相關應對措施向審核委
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

然而，任何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旨在管理而
非消除未能達成業務目標的風險，而且只能就不
會有重大的失實陳述或損失作出合理而非絕對的
保證。

以下列出公司對於有關處理及發放內幕消息的程
序和內部監控措施：

公司明白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和上市規
則所須履行的責任，首要原則是公司一旦知
悉內幕消息及╱或在作出有關決定後須即時
公布，除非該等內幕消息屬於《證券及期貨
條例》下的「安全港條文」；

於處理有關事務時恪守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於 年 月頒布的「內幕消息披露指
引」，及聯交所於 年頒布的「有關近期經
濟發展情況及上市發行人的披露責任」；及

已在內部制度中明確訂明嚴禁未經授權使用
機密或內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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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auditor’s remuneration

Shareholders’ rights

P r o c e d u r e s f o r t h e S h a r e h o l d e r s t o c o n v e n e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s (“EGM”)

董事會已檢討回顧年度內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
統的有效性，認為該等系統有效和足夠。董事會
將持續改善和監控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的有
效性。

外聘核數師的酬金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外聘核數師提供審
核服務的酬金總額為 港元（約為人民幣

元）。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外聘核數師提供許
可非審核服務的酬金總額約為 港元（約為
人民幣 元），可用於審閱截至 年 月
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中期財務報告。

審核委員會已建議續聘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
限公司為本公司核數師，並已獲董事會同意，惟
有關委任須待股東在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
方可作實。

股東的權利

股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
會」）的程序

根據章程細則，任何一位或以上持有不少於本
公司有權於股東大會上投票之繳足股本十分之一

的登記股東（「股東特別大會要求人士」），可
按註冊辦事處（現位於

）
或其香港辦事處（現位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號
資本中心 樓 室）向董事會或公司秘書發出召開
股東特別大會的書面要求。股東特別大會要求人
士須於彼等的要求中列明股東特別大會上將予處
理的事項，且相關要求須經所有股東特別大會要
求人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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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s for the Shareholders to put forward 

proposals at a general meeting

Procedures for the Shareholders to propose a person 

for election as a Director

緊隨股東特別大會要求人士的要求被確認適當
後，公司秘書將安排董事會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並根據所有相關法定要求向各登記股東送交充足
通告。根據章程細則，股東特別大會應於遞呈要
求後兩個月內召開。倘董事會於遞呈要求後二十
一日內未能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要
求人士可以同樣方式召開大會，而股東特別大會
要求人士因董事會未有召開大會而產生的所有合
理開支應由本公司向股東特別大會要求人士作出
償付。

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提交議案的程序

為於股東週年大會或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出提案，
股東須以書面通知提交該等提案，連同彼等詳細
聯絡資料，送交董事會或公司秘書（地址為香港
灣仔告士打道 號資本中心 樓 室）。核實該
要求後，並於確認該要求為恰當及適當後，公司
秘書將要求董事會在股東大會的議程內加入有關
決議案。

就上述股東提出於股東週年大會或股東特別大會
考慮的提案而向全體股東發出通告之通知期因應
提案之性質有所不同，詳情如下：

倘有關提案構成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的普
通決議案，則須至少 個足日的書面通知

倘有關提案構成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的特
別決議案或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的普通或
特別決議案，則須至少 個足日的書面通知

股東提名他人參選董事的程序

有關提名他人參選董事之程序，請參閱本公司網
站 所刊載的程序。



60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年報

企業管治報告
Corporate Governance Reports

Procedures for directing Shareholders’ enquiries to the 

Board

Investor relation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股東向董事會進行查詢的程序

股東可隨時將其查詢及關切以書面形式透過公司
秘書送達董事會，詳細聯繫方式如下：

香港
灣仔
告士打道 號
資本中心 樓 室
傳真：
電郵：

股東亦可於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向董事會作出
查詢。

投資者關係

溝通渠道

為建立並維持與股東的持續關係，本公司已建立
各種渠道促進及加強溝通：

股東週年大會提供平台供股東提出意見及與
董事會交換意見；及

於本公司網站刊載本集團最新重要資料，以
便股東及投資界能及時獲得有關本集團的資
訊。

主席及董事（包括各董事委員會的主席及╱或成
員）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回答股東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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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n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Company

Zhang Jianhong

Chairman

本公司章程文件的變動

於回顧年度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章程文件
並無任何變動。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張建宏

中華人民共和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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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本報告

報告時間範圍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部分內容
超出上述範圍。

報告發佈週期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為
年度報告，每年定期發佈。

報告覆蓋範圍

報告內容覆蓋東岳集團有限公司集團總部及
下屬企業，下屬企業包括：

山東東岳化工有限公司、山東東岳高分子材
料有限公司、山東東岳氟硅材料有限公司、
山東東岳有機硅材料有限公司、山東華夏神
舟新材料有限公司、內蒙古東岳金峰氟化工
有限公司、內蒙古東岳氟材料有限公司、赤
峰華晟礦產有限公司、東營東岳鹽業有限公
司、東營東岳精細化工有限公司、山東東岳
汶河氟材料有限公司、山東東岳聯邦置業有
限公司、桓台東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香港
泰力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山東東岳大眾貿易
有限公司、國鳴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山東東
岳未來氫能材料有限公司

報告編製依據

報告編製參考香港聯合交易所《環境、社會
及管治報告指引》。

1. About the Report

Time Frame

Publication Cycle

Scope of report

山東東岳大眾貿易有限公司
國鳴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

Basis of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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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指代說明

為便於表達，「東岳集團有限公司」在報告中
的表述分別使用「東岳集團」、「集團」、「公
司」和「我們」表示。

報告數據說明

本報告所引用的歷年數據為最終統計數據，
其中財務數據如與年報有出入，則以年報為
準。報告中的財務數據以人民幣為單位，特
別說明除外。

報告獲取方式

本報告為中英文版，電子版下載地址如下：

香港交易所網站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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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ions on Short Names

Explanations on Data

Access to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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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性議題判定
東岳集團高度重視與利益相關方的溝通交
流，通過各種渠道傳播集團的社會責任理念
與實踐，瞭解利益相關方的要求，並採取應
對措施，滿足利益相關方合理期望與訴求。

利益相關方 期望與要求 溝通與回應方式
Stakeholders Expectations and requirements Ways of communication and response
   

政府與監管機構
Government and regulators

貫徹落實國家政策及法律法規
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帶動地方就業
安全生產

上報文件
建言獻策
專題匯報
檢查督查

股東
Shareholders

收益回報
合規運營

公司公告
專題匯報
實地考察

客戶及合作夥伴
Customers and partners

依法履約
誠信經營
優質產品與服務
推動行業發展

商務溝通
顧客反饋
交流研討
洽談合作

2. Determination of Major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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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關方 期望與要求 溝通與回應方式
Stakeholders Expectations and requirements Ways of communication and response
   

環境
Environment

合規排放
節能減排
保護生態

工作匯報
報表報送
調研檢查

員工
Employees

權益維護
職業健康
薪酬福利
職業發展

職工代表大會
集體協商
民主溝通平台

社區及公眾
Community and the public

改善社區環境
參與公益事業
信息公開透明

公司網站
公司公告
採訪交流

為提升報告的針對性與回應性，本集團依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
引》及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可持續發展報告指
南》 的要求，識別可持續發展議題並進
行重大性判定，確保報告披露的信息全面覆
蓋公司發展和利益相關方關注的重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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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篩選流程
Selection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issues

議題來源
Sources of issues

－公司管理層建議

－內外部專家分析建議

－媒體信息分析

－國內外同業對標研究

－社會責任標準指南

篩選標準
Selection criteria

－對可持續發展的貢獻

－利益相關方普遍關注

－社會責任相關指南重點強調

－符合公司戰略發展需要

實質性判定結果
Determination of mater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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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東岳集團重大性議題判定結果如下：

東岳集團2017年重大性議題矩陣
Matrix of Major Issues 

of Dongyue Group in 2017

對本集團的重要程度
Importance to the Group

促進行業發展
Promot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排放物管理
Emissions management

員工薪酬福利
Employees’ salaries and benefits

產品質量
Product quality

研發創新
R&D innovation

生產安全
Production safety

守法合規
Legal compliance

員工培訓與發展
Employe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志願者活動
Volunteer activities

社會公益
Public welfare

高
High

低
Low

高
High

對
利
益
相
關
方
的
重
要
程
度

Im
p

o
rt

a
n

ce
 f

o
r 

st
a

ke
h

o
ld

e
rs

知識產權管理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供應商管理
Supplier management

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職業健康
Occupational health

資源使用
Resourc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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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責任運營
東岳集團始終認為負責任地運營不僅是保證
企業自身穩健發展的基石，也是對供應商、
客戶等產業鏈上下游利益相關方的履責與回
應。 年，集團充分發揮監督職能，設
立審計稽核處、集團黨委紀律檢查委員會、
質量監督辦公室等機構，全面實現集團日常
監督檢查、組織紀律檢查、生產經營監督的
全方位全過程覆蓋。

3.1 誠信合規

集團將誠信合規作為企業發展的根
本。 年，全面完善反貪污腐敗的
監督機制，持續強化制度建設，制定
了《東岳集團風險管理手冊》、《東岳
集團反舞弊行為管理規定》等防風險反
舞弊制度並頒布《內部審計章程》。公
司還制訂了更為完善的內控制度，梳
理發佈了《東岳集團風險清單徵求意見
稿》、《內部審計工作職責》、《內部審計
崗位職責》等監督制度，並開展了物資
採購、生產經營、往來賬款、費用管
理等審計項目，提出各項管理建議
項，改善了治理結構，有效促進了管
理改進。

3. Responsible Operation

3.1 Integrity and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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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司注重員工及管理層的思想
教育，通過一系列廉潔從業監督及廉
潔自律宣傳教育活動，充分提高公司
內部員工對誠信合規的認知，進一步
加強公司反腐倡廉文化建設。公司要
求管理幹部及重點關鍵崗位人員填寫
《幹部思想作風自查自糾確認表》，簽訂
《幹部廉潔自律保證承諾書》，並配合公
檢法和工商部門對集團幹部和關鍵崗位
員工本人及親屬的信息進行核查。同
時，公司組織員工觀看學習反腐專題
片《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落實八項規
定精神正風肅紀紀實》、《打鐵還需自身
硬》和《巡視利劍》，全面提高員工的反
腐廉潔意識。

報告期內，本集團未發生貪污訴訟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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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保證產品質量

本集團從原材料採購、生產製造、質
量檢測等各個環節對生產運營流程進行
嚴格把控，制定《質量體系管理手冊》
《質量管理制度》以及《質量管理考核實
施辦法》來說明及定義各單位職責及質
量管控程序，對質量事故處理進行了
明確的規範，充分保障原煤、原鹽、
電石、螢石粉四大主要固體生產材料
的質量穩定。公司嚴格執行產品檢驗
流程，按照成品檢驗程序及國家標準
對產品進行取樣分析，並按照《不合
格品控制管理程序》對生產的不合格品
進行處理，確保向客戶提供高質量的
產品。 年，本集團共計回收產品

噸。

3.3 提供優質服務

本集團始終堅持為客戶提供完善的服
務支持。公司通過多種渠道與客戶建
立長期穩定的聯繫，如電話、郵件溝
通、客戶拜訪、組織客戶年會等，在
充分瞭解客戶需求的基礎上，提供專
業服務，一站式為客戶提供從需求分
析至收貨付款的解決方案。

3.2 Ensuring product quality

3.3 Provision of quality service



71Dongyue Group Limited Annual Report 2017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

公司重視客戶的反饋意見，制定《客戶
投訴管理辦法》對出現的客戶投訴進行
調查、原因分析、措施制定、將處理
意見反饋給客戶，並對相關措施進行
持續追蹤及改進。公司建立了完善的
客戶滿意度調查機制，每年對關鍵客
戶發送《客戶滿意度調查表》，並綜合
分析客戶在產品質量、產品穩定、產
品服務的及時性、產品事故服務的及
時性、價格的合理性、產品交付的及
時性、服務態度等方面的滿意程度。
基於調查結果，公司深入探討現存主
要問題的內外部原因及改進方法，並
進行相應的工作部署以全面提升客戶體
驗。

3.4 加強供應鏈管理

集團建立並持續鞏固供應商選擇機
制，依據制定的《供應商管理制度》及
《東岳集團物資採購流程》對供應鏈進行
有效管理。公司通過專業媒體、專業
網站、同行介紹、行業協會、展覽會
等多渠道多平台尋找優質供應商。公
司全面考察供應商生產工藝、研發能
力、生產控制、質量體系以及安全環
保體系等，並組建調查小組對新開發
供應商進行實地考察以確保其具有招投
標、詢比價資格。同時公司加強維繫
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積極與供應商
開展各種形式的交流，並通過技術支
持幫助供應商成長，與供應商互惠互
利、合作共贏。截至報告期末，本集
團共有供應商 家，其中 家位於山
東省內，其他主要供應商分別位於江
蘇、浙江、上海、河北、遼寧、北京
等 個省市。

3.4 Strengthen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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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創新
本集團圍繞「中國製造 」國家戰略，優化
現有氟硅產業鏈，推動循環化、高端化發
展，積極推進新能源、新環保配套材料深
加工及裝備產業，提高園區外部資源整合能
力與產業輻射能力，同時努力推進新一代複
合材料等氟硅前沿領域創新資源集聚，搶佔
未來氟硅及高端延伸產業全優勢地位。
年東岳集團總計研發投入為人民幣 萬
元。

4.1 鼓勵科技創新

本集團以優化氟化工、有機硅產業層
次，發展氟材料下游加工製造業為目
標，加大技術研發投入，優化管理水
平，制定並執行《東岳集團新、改、
擴建項目投資管理辦法》。同時，集團
持續加強對知識產權的管理，建立完
善的專利管理體系，並指導下屬各公
司進行《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規範

》知識產權管理規範標準管理體系
的認證工作，使集團知識產權管理逐
步標準化。集團針對專利的申請、評
審、獎勵等方面，制定了四項管理制
度，包括東岳集團專利管理制度、發
明創新申報流程、專利評審制度、東
岳集團科技創新獎勵辦法。

4.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4.1 Encourag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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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申請授權情況
Patent application authorization

‧ 申請發明專利 項（其中 項指定美國申請）；

‧ 授權 項，其中發明專利 項，實用新型 項，國外授權 項；

‧ 截至報告期末，集團共申請專利 項，持有效專利 項。

政策利用情況
Policy application

‧ 獲得專利資助政策支持 萬元。其中，省資助 萬元，高新
區資助 萬元，縣專利獎 萬元。

知識產權信息利用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 燃料電池膜項目分別列入國家專利微導航項目和山東省專利微
導航項目，並被列入國家專利信息利用能力建設試點項目；

‧ 燃料電池膜專利群被省市知識產權局推薦為山東省高價值專
利。

專利業務培訓
Patent business training

‧ 聘請代理公司的資深代理人到公司進行了專利檢索和技術交底
書撰寫培訓；

‧ 組織 人參加了國家局審查員執教的專利挖掘與佈局實戰強化
培訓班。

知識產權管理體系認證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 東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獲得知識產權管理規範貫標認證證
書；

‧ 山東華夏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被國知局認定為國家級知識產權
示範企業；

‧ 東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被省知識產權局認定為山東省知識產
權示範企業。

專利獎項
Patent award

‧ 《一種用於太陽能背板膜的聚偏氟乙烯樹脂的制備方法》獲得中
國專利優秀獎；

‧ 《一種含氟彈性體的制備方法》獲得淄博市專利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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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應用創新成果

集團以市場為導向，堅持統籌推進和
重點突破相結合的研發方式， 年以
氯鹼膜、燃料電池膜、 塗料穩定
化生產為主要目標，進一步完善質量
管理體系建設，推動創新產品形成穩
定化生產、優化生產技術提升生產效
率，同時開拓研發產品配套技術為其
提供有力支撐，以實現科技創新向縱
深推進。

‧ 創新成果擴大
集團圍繞市場應用反饋，在氯鹼
離子膜和燃料電池膜成功研發的
基礎上，深入實施技術提升，
形成穩定化生產，並加大國內外
市場推廣力度使研究成果能更廣
泛地運用於市場。 年集團根
據氯鹼離子膜的市場需求，推出

系高電密膜產品，並建立多
台套工業示範裝置，已實現國
內外十餘家氯鹼企業工業裝置應
用。在燃料電池膜領域，公司成
功開發出三種新樣品送至 進
行性能評價，在 使用壽命加
速實驗中成功突破 小時，達
到國際領先水平，當前東岳燃料
電池膜已進入批量化試產階段。
此外，東岳集團成功研發塗料級

樹脂，形成牌號 、
的靜電噴塗塗料產品和牌

號為 的滾塗塗料產品，得
到客戶應用認可。

4.2 Applying the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 Expansion of innov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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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生產效率
為配合成果應用推廣，集團
年順利完成對中試車間的技改項
目，該項目通過技術改造，有效
解決六氟環氧丙烷精餾系統產能
瓶頸、 質量不穩定等問題，實
現產量銷量新突破。此外，公司
加強完善平台建設，已完成儀器
平台建設方案制定及部分儀器購
置，實現了與 在膜性能測試
方向對標以及氯鹼膜、 性能
的快速考評，解除了單一依賴測
試數據指導生產的弊端，實現研
發與生產週期的縮短。

‧ 開拓配套技術
集團為配套現有研發產品，持續
開拓創新技術，在新樹脂單體、
膜材料利用等離子體接枝改性技
術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進展：新
樹脂單體已開展反應歷程與機理
研究，以及綠色替代和回收套用
反應溶劑研究，將能為樹脂配套
提供更優質的單體產品，降低生
產成本，為膜產業化穩定的發展
做好原料儲備基礎； 膜材料利用
等離子體接枝改性技術，打通實
驗室制備工藝流程，並且在中試
產品的開發過程中穩步推進，優
化燃料電池膜開發的配套工作。

此外，公司長期以來承擔了多項國家
級、省級重點研發計劃，協同行業
及科研院所優勢人才、資金及設備資
源，推進氟硅行業高新技術發展革新。

• Optimization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 Development of support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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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構築人才高地

高端人才的培養與引進是科技研發的基
石也是企業創新發展的源源動力。集
團設有科技創新激勵機制，制定《科研
獎勵管理辦法》《研究院科研成果獎勵及
優秀科研人才評選辦法》等一系列措施
以激發科研人才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截至報告期末，東岳研究院共有人員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人，碩士研

究生 人。

集團長期以來立足產業需求，積極整
合內外部人才資源，與知名高校進行
緊密合作，拓展「產學研用政金服」渠
道，推動企業高端化研發進展。截
至報告期末，集團已與北京化工大學
共同組建氟硅材料研發中心，與杭州
師範大學共同組建有機硅材料技術中
心。同時，本年度集團在與各高校進
行研發項目合作上也取得了卓越成效：

－ 與北京化工大學共同承擔國家重
點研發計劃「高性能聚氯乙烯制
備關鍵技術」，研究開發高交換容
量全氟磺酸樹脂合成關鍵工藝技
術，制備新一代氯鹼工業用離子
膜，使國產膜綜合性能達到國外
最新一代產品水平。

－ 與上海交通大學就新一代燃料電
池質子膜技術研發，在已研究成
功的第一代全氟磺酸質子膜的基
礎上，進一步對增強材料、成
膜聚合物進行新的設計和深入研
究，優化成膜溶劑體系，開發出
成品率高、尺寸穩定、長壽命、
高性能的燃料電池質子膜，在國
際上取得燃料汽車用質子膜技術
和產品雙優勢。

4.3 Building the talent high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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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國科學院蘭州化學物理研究
所合作開發航天技術用潤滑油，

年已完成部分探索實驗，該
類潤滑油及其潤滑脂產品可實現
我國該類產品的國產化和自主供
給，解決我國航空、航天、核
電、軍工裝備長壽命潤滑的難
題，打破國外對我們的技術封鎖。

4.4 推動行業進步

本集團在關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著
力於帶動全行業協同發展。多年來，
公司著力於通過整合行業科技資源與
技術，搭建與科研院所、行業協會、
權威專家聯絡和合作的平台，建立協
同創新機制，以打通科技和經濟轉移
轉化的通道，實現合作研究、成果與
資源共享。作為氟硅協會副理事長單
位、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理事
單位、氟塑料加工協會理事長單位、
膜工業協會副秘書長單位，集團多次
組織、主持國內氟硅行業的學術交流
會議。此外，集團積極參與國家省部
級標準的制定與修改， 年共組織起
草國家標準 項 、行業標準 項 ，參與
行業團體標準制定共 項。

4.4 Promoting industry progress

： 東岳集團 年參與起草的國家標準為：
《分離膜中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和全氟
辛酸的測定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製
冷劑用氟代烯烴水分的測定通用方法》

： 東岳集團 年參與起草的行業標準為：
《混合製冷劑 系列》《混合製冷劑
系列》

Determination of 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s and Perfluorooctanoic Acid in Separation Membrane – LC-

MS/MS Fluorinated Olefins Refrigerant Use – General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Water

Mixed Refrigerants R404 Series and Mixed 

Refrigerants R410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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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智能信息化管控

集團自 年開始著手推進東岳氟化
工智能製造項目，提升公司整體智能
信息化管理，以實現東岳「裝置自動
化、管控信息化、運行智能化、集成
高效化」的智能化管控目標。 年，
公司建成數字化智能管控中心，即集
生產調度、安全環保、能源管控、設
備保養、經營管控五位一體的綜合管
控系統平台。該系統平台集成整合了
全公司的可編程邏輯控制器系統

、寶信能源管理系統 、台
塑設備保養系統 與現場管理系
統 、用友企業資源計劃系統

、生產製造執行系統 以及全
公司離散儀表、視頻監控等數據及信
息，將對全集團的生產經營發揮積極
作用。

與此同時，集團對所有裝置和大型設
備進行了全自動化改造，對分散控制
系統 進行了全自動化控制優化，
實現了園區管控的兩級物聯，實現了
由傳統生產控制模式向智能化生產模式
轉變，由高耗能發展模式向綠色節能
製造模式轉變，由傳統經營管理模式
向信息化、協同化、智慧化模式的創
新轉變。

4.5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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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保障
本集團深知安全生產為關乎企業生存發展的
生命線，將其列為公司經營管理首要任務，
基於安全文化與安全管理架構的建立與完
善，不斷加強危險源的識別與控制，嚴格實
施全方位安全風險防控措施，提升員工安全
責任意識與技能，打造責任明晰、全員參
與、全過程覆蓋、具有東岳特色的安全生產
管理體系。本著「零事故、零容忍」的決心與
行動， 年，本集團未發生任何人身傷亡
安全事故。

5.1 安全文化與管理

本集團視安全文化與管理為安全生產的
基礎工程與核心框架，以濃厚的安全
文化促使員工在生產活動中自覺主動地
採取安全行為、化解安全風險，以完
善的安全管理體系指導員工有條不紊地
進行安全生產工作。

5. Safety Guarantee

5.1 Safety culture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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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化
本集團將生產安全視為企業核心價
值，致力於建設具有東岳特色的安全
管理文化。為了紮實提升安全管理水
平，集團從領導力、員工責任、風險
控制三個維度，提出十大安全管理原
則。

領導力
Leadership

員工責任
Employee responsibility

風險控制
Risk control

     

‧ 各級管理層對各自轄區的安全
直接負責

‧ 各級管理層採取可視化行動履
行安全責任

‧ 安全是僱傭員工的首要條件

‧ 員工必須接受嚴格的安全培訓

‧ 員工直接參與是關鍵

‧ 所有事故都是可以預防的

‧ 作業過程中所有的風險應得到
識別和控制

‧ 發現安全隱患必須更正

‧ 沒有許可，沒有作業

‧ 工作外的安全同樣重要

Safe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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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架構
本集團以《安全生產法》及其他相關法規
和標準為準繩，通過制定清晰的安全
政策目標及管理制度，將安全與職業
健康管理植根在運營中每個細節。

為統籌優勢資源投入安全管理，本集
團成立了以董事長為主任、總裁為副
主任、集團副總裁、各部門負責人和
各公司總經理組成的安全生產委員會
（「安委會」）。安委會定期召開例會溝通
集團範圍內安全生產管理運行情況，
研究近階段安全生產存在的問題並制定
對應措施。

為落實各級安全責任， 年，集團
完成各公司 （職能職責分配）矩陣
和屬地車間、職能部門職責修訂，完
成一、二、三級屬地劃分圖繪製和公
示，屬地管理架構初步形成；強化屬地
責任、直線責任意識，明確「我的屬地
我做主，我的屬地我負責」。

Safety management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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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東岳集團安全健康管理架構

各專業
管理處

All Specialty 
Management 

Offices

各公司
All Companies

安全設備處
Safety & 
Facility 

Division

‧ 貫徹執行國家有關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方針政策和標準規範
 To implement the national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and 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production safety

‧ 監督職能部門、各公司落實安全生產責任
 To supervise th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nd all companies to implement their production 

safety responsibilities

‧ 定期審查、檢討集團安全生產運行
 To regularly examine and review the Group’s production safety operation

‧ 研究決定安全生產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及應採取的措施
 Consider and determine the major problems in production safety and the measures to be 

taken

‧ 落實屬地責任和直線責任，各管理層通過參加可視化行動，踐行有感領導，落實安
全生產責任制

 To implement the territorial and line responsibilities, all managements are expected to, by 
participating in visual action, practice the felt leadership, and implement the production 
safe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 推動杜邦、台塑和安全標準化等標準落地，建立高效安全生產管理運行體系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uPont, Formosa Plastics and safety standardization and 

other standards, and establish the high-efficient prod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operating 
system

‧ 建立和不斷完善風險分級管控和事故隱患排查治理體系，及時消除事故隱患
 To build and keep perfecting the hierarchical risk control and near miss identification & 

handling system, eliminating the accident threats in a timely manner

‧ 組織實施本單位的職業危害防治工作，保障從業人員的職業健康
 To carry out the occupational hazard prevention, and ensure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of 

employees 

‧ 安全生產、設備設施日常管控和監督考核
 Daily control,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of production safety and facilities

‧ 制定和監督執行集團安全方針、政策、管理制度標準等
 To formulate and supervise the Group’s safety guidelines, policies,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s 

etc.

‧ 推進杜邦、台塑及安全標準化體系的建設與實施，創建安全文化
 Promot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uPont, Formosa Plastics and safety 

standardization system, and create a safety culture

‧ 定期考核目標責任制落實情況
 To asses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orien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 on a regular basis

‧ 管專業必須管安全，落實職能部門安全生產責任制
 Those in charge of specialty must take charge of safety, to implement the production safety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functional departments

‧ 制定專業管理規章標準，並監督執行
 To lay down specialty management rules and standards and oversee their implementation

‧ 落實安全管理與監督職責
 To implemen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safety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安全管理
委員會
Safety 

Management 
Committee

Chart: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Dongyue Group



83Dongyue Group Limited Annual Report 2017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

5.2 風險防範與控制

本集團高度重視安全風險防範與控
制，持續開展各層級隱患排查與整
改，本報告期內共實施 次隱患排
查，隱患整改率達 ；在日常運營
中，本集團以工藝與作業安全管控、
事故應急與演練、承包商安全管理等
舉措全方位控制安全生產風險。
年，結合智能管控中心建設，集團對
現有安全管理系統平台進行改進，實
現自動統計和分析功能，優化隱患排
查、事故事件要素信息化，完善用數
據管理安全，提高安全管理工作效率。

工藝安全管理
集團實時改善工藝安全管理，堅決防
止工藝安全事故的發生。 年，集
團各公司根據現場實際流程更新現有工
藝和儀表流程圖紙，進一步梳理工藝
安全信息清單，劃分文檔管理責任；使
用安全保護層 技術，以改進危險
和可操作性分析 的質量，使偏
差、後果、原因分析更準確、清晰，
增加「本質風險分析」和「殘餘風險分
析」；優化和修訂《變更管理 的制
度》，大檢修前各公司辨識、評審變更
項目，按照新的變更流程改進變更管
理。

5.2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cess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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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安全管控
集團制定有周詳的作業管理標準，各
公司在作業過程中持續強化對標準的
評估與分析，及時發現並解決標準執
行中的問題，並適時開展專題改進措
施。 年集團重點對高危作業進行
管控強化，修訂了動火作業、高處作
業、吊裝作業、受限空間、管線打
開、挖掘作業等 項管理標準，並制
定相關工機具檢查表和高危作業審核
表。新標準更突出作業的提前計劃及
風險分析、人員的充分溝通及作業條
件的準備、風險控制措施的現場驗證
及屬地對作業的管理責任；此外，集團
編製《高危違紀行為紀律處罰規定》，鼓
勵和獎勵行為規範員工，對違規者採
取罰款、紀律處分直至解除勞動合同
的處罰，提高員工紅線意識和紀律執
行力。

針對化工企業特性， 年集團編寫
《高毒物質手冊》，督促各公司根據自身
工藝特徵與作業環境着手開展氯、氟
化氫、八氟異丁烯高危物質標準手冊
的編製，規範統一各公司間同類高毒
物質的個人防護與應急措施等操作。

Job safe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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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應急與演練
本集團根據相關法規要求，定期修訂
事故綜合應急預案、專項預案和現場
處置方案，各公司在集團層面應急預
案基礎上制定相應級別的公司應急預
案，強化應急預案演練，提升公司、
崗位突發事件應急能力與員工自防自
救能力。集團總部與各公司每年至少
組織兩次公司級綜合應急演練，各車
間每月組織一次專項應急演練，各崗
位每月至少組織兩次現場處置方案演
練。 年共組織各層次安全相關演練
次， 人次員工參加，其中，

消防演練 次， 人次參加。

承包商安全管理
承包商安全亦為公司安全生產的重要組
成部分，本集團專門制定《東岳集團承
包商管理流程》，要求承包商和本集團
實施同樣的安全紀律標準、培訓標準
和管控標準。在實際操作中，集團通
過內外管控結合的方式，加強承包商
安全風險管控，不僅對承包商實行定
期專項檢查與全流程監管提升，還借
助政府、中介等外部力量對承包商進
行整頓。集團統一承包商檢查標準，
各公司制定承包商綜合檢查表，每月
至少組織一次專項檢查，並對查出的
問題及時落實整改措施形成閉環。對
於作業項目，集團建立職責矩陣，進
場前制定安全施工方案，組織作業風
險分析、作業前培訓和安全交底、工
機具檢查等，作業過程中相關部門每
天檢查審核高危作業、組織承包商培
訓。

Accident emergency and exercise

Contractor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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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承包商個人防護用品使用逐
漸規範，安全隔離、作業監護等方面
有較大改善，入廠安全培訓合格率趨
向 ；年度檢修期間，承包商共有

人次進入現場，沒有發生損工以
上事故。

5.3 職業健康與防護

集團高度重視員工職業健康管理工
作，每年會基於往年經驗總結與實際
情況來制定並實施職業病防治計劃，
不斷完善職業病防治措施，提高職業
病防治管理水平。年度職業健康管理
工作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通過現場職業
危害監測，並基於此不斷提升裝置自
動化、智能化水平，採取嚴格的密閉
隔離措施，減少人員接觸職業危害因
素；組織職業病防治專項培訓，提供完
善的職業健康防護裝備和應急器材，
提高員工勞動防護意識和水平；組織員
工年度體檢，建立健康檔案，切實提
高員工的職業安全健康水平。 年員
工職業健康查體率 ，職業病發病
率為零。

5.4 意識建立與培訓

在貫徹實施安全管理的過程中，員
工安全意識與相關技能的提升至關重
要。 年，集團主要從培訓、宣傳
與獎勵三個方面對員工進行安全教育。

5.3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rotection

5.4 Awareness building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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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建立完善培訓體系，以全面滿足
員工安全培訓需求。針對所有員工，
集團持續進行風險分級管控、隱患排
查、未遂事件匯報培訓，使員工掌握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工具。針對不同
崗位員工，集團制定崗位培訓方案，
在此基礎上， 年各公司細化崗位
技能需求，編製完成崗位技能需求矩
陣，下一步將通過崗位能力評估、
對比差距形成個性化和針對性培訓計
劃，為改進培訓打好基礎。此外，集
團改進培訓模式，建立內訓師制度，
組織內訓師進行技能訓練，截至報告
期末，已培養 名內訓師。

集團開展安全宣傳活動，以營造安全
文化氛圍，促進各級員工建立安全風
險意識。 年集團組織了安全演講比
賽「安全在我心中」與風險管控和隱患排
查知識競賽，員工參與度高；策劃實
施「安全里程碑」活動，設定零事故目
標的持續天數，如若發生員工與承包
商損工事件、一級工藝安全事故、一
級環境事故、一級火險事故等任一事
件，則天數清零，並對事件進行分析
和改善。

集團採取多種獎勵機制，以激勵安全
管理推進工作。設立「學杜邦」專項獎
勵基金，用於獎勵一線員工安全經驗
分享、風險管控與隱患排查、優秀培
訓課件製作等；「五個一」活動獎勵旨在
鼓勵各公司高管、中層管理人員踐行
有感領導；即時安全獎，大拇指獎，
鼓勵員工規範作業行為，養成良好作
業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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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節能環保 

本集團嚴格遵守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
規，以 環境管理為依據，制定更為
嚴格的內控標準與完善的環境管理體系，在
此基礎上，集團大力開展節能減排改造，降
低資源消耗，消除和減少環境污染，各項節
能環保指標處於全國同行先進水平。

6.1 降低碳排放

為響應國家節能減排的號召，集團制
定了《能源目標指標和節能績效評估管
理辦法》，實時監測能耗來源與狀況，
通過推進節能舉措與使用再生清潔能
源，致力構建環境友好型企業。

年集團下屬公司開展了多樣化的環
保改造，例如，對車間直冷系統進行
改造，將製冷機組合理匹配使用，停
用多餘的製冷機組，製冷用電單耗較

年降低 度╱噸；加裝餘熱回
收裝置，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蒸汽、
高溫煙氣與熱爐渣進行餘熱回收，從
而有效減少能源使用。集團亦積極探
索清潔能源的使用，參與寧夏及西部
地區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的跨省直供電季
度、月度的雙邊和競價交易， 年
集團的風能和太陽能跨省電力交易量為

度，極大降低了燃煤電力的
消耗。

6.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6.1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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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產品主要為製冷劑、高分子材
料、有機硅、二氯甲烷、聚氯乙烯及
燒鹼等化工材料，生產製造過程中主
要能源消耗為電和煤。本年度，集團
二氧化碳排放當量為 噸，二
氧化碳排放密度為 噸╱萬元營業收
入產值；能源節約量達 噸標煤，
實現二氧化碳減排 噸。

近兩年集團能源使用情況如下：

使用種類
Use type

2016年消耗量
Consumption in 2016

2017年消耗量
Consumption in 2017

電網耗電量 外購電 度 度

耗煤量 總煤耗量 噸 噸

發電量 度 度

汽油 升 升

柴油 升 升

綜合能源消耗量
噸標煤 噸標煤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年報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

90

6.2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6.2 水資源管理

本集團在生產運營過程中提倡節約用
水與循環用水，努力提升水資源利用
率。公司嚴格控制生產用水和生活用
水的使用量，各車間負責各自轄區內
用水設備及管路，要求無跑冒滴漏。
公司組織安裝廢水回收系統或水循環使
用系統，盡量搜集車間用的可回收廢
水，對排往淨水站進行回收和處理，
並根據生產需求優先使用處理後的中
水。此外，隨著水資源匱乏與環保呼
聲的提高，旗下公司也積極探索水處
理技術，開展黃河水處理項目，處理
之後的黃河水能達到工藝用純水制水標
準。為了鼓勵員工節約用水，集團制
定了《用水管理規定》，並通過監督、
宣傳等形式提高員工節水意識。本年
度，集團耗水總量為 萬噸，耗水
密度為 噸╱萬元營業收入，水資源
節約量為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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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missions management

Solid waste management

6.3 排放物管理

本集團注重規範排放物管理，嚴格按
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採取合適的
處理措施將生產過程對環境的影響降至
最低。

固體廢棄物管理
本集團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固體廢棄物
落實無害化處理或綜合利用。對化工
公司最常見的固廢硫酸鈣廢渣與電石
渣，集團各公司採取資源化綜合再利
用，其中硫酸鈣廢渣作為建築石膏，
電石渣一部分作為電廠脫硫劑，一部
分轉化為無水氯化鈣產品，綜合利用
率為 。危險廢棄物繼續嚴格遵守
國家環保部《工業危險廢棄物產生單位
規範化管理指標》，執行季度申報，做
好處置台賬，集團各公司建設配套項
目危險廢物的焚燒爐，通過焚燒等措
施處理約 的危險廢棄物，不能自行
處置的危險廢棄物嚴格執行危險廢棄物
轉移五聯單手續合規處置。在規範化
管理基礎上，各公司安全環保科對本
公司危險廢物現場管理從生產環節、
儲運環節加強管理，防治環境風險。
本年度，集團委託有資質的第三方處
置有害廢棄物 噸，產生密度為

噸╱萬元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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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集團固體廢棄物排放情況如下：

排放物種類
Type of emissions

2016年排放量
Emissions in 2016

2017年排放量
Emissions in 2017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 廢機油 噸 噸

廢催化劑 噸 噸

焚燒裝置殘渣 噸 噸

類危險廢棄物
（未經焚燒直接外運的部分）

噸 噸

類危險廢棄物（噸） 噸 噸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 細硅粉 噸 噸

電廠灰渣 噸 噸

電子垃圾 噸 噸

生活垃圾 噸 噸

辦公垃圾 噸 噸

其他廢棄物 噸
（電石渣）

噸
（電石渣）

： 此處與 年報告中數據不同，因
年數據為產生總量，包括焚燒量，而本
次統計數據為未經焚燒直接外運部分。



93Dongyue Group Limited Annual Report 2017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

廢水管理
集團對園區廢水實行分質處理，分級
考核。各公司廢水從產生源頭開始，
將廢水分為氨氮廢水、含氟廢水、高

廢水，分別委託環保設計廠家建
設設計氨氮廢水處理裝置、脫氟廢水
處理裝置、三效蒸發或高級氧化處理
裝置，完成一級處置；各處理裝置處
理完畢後匯入公司綜合污水處理（二級
處理）、然後匯入集團污水處理（三級
處理），嚴格按照標準要求進行達標排
放。公司廢水排放均實現在線實時監
測，排放量為 萬噸╱天。

近兩年集團廢水排放情況如下：

排放物種類 2016年排放量 2017年排放量
Type of emissions Discharge in 2016 Discharge in 2017

廢水排放總量 噸 噸

排放量 噸 噸

氨氮排放量 噸 噸

Wastewa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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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aust gas management廢氣管理
本集團通過加強環保投入、技術改造
等方式確保廢氣達標排放。集團各
公司目前的廢氣污染物主要為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粉塵及揮發性有機物
等工業排放物。

近兩年集團廢氣排放情況如下：

排放物種類 2016年排放量 2017年排放量
Type of emissions Emissions in 2016 Emissions in 2017

二氧化硫排放量 噸 噸

氮氧化物放量 噸 噸

粉塵排放量 噸 噸

揮發性有機物 噸 噸

年集團重點實施了洩漏檢測與修
復 項目、年焚燒 噸
氫氟碳化物減排項目和電廠超低排放
改造工程 項減排工程，有效減少對當
地區域大氣環境的污染。洩漏檢測與
修復 項目總計完成實施受控密
封點 個，修復後實現 減排

噸；年焚燒 噸 氫氟碳
化物減排項目是通過焚燒分解 ，
進而減少其溫室效應，每年減排的二
氧化碳當量為 萬噸；電廠超低排放
改造工程項目是在原脫硫脫硝工程達標
排放的基礎上對環保設施進行深度治理
改造，改造後每年可減排二氧化硫
噸，氮氧化物 噸。



95Dongyue Group Limited Annual Report 2017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

通過各類措施，本報告期內集團廢氣
減排情況如下：

減排物種類 減排量
Type of emission reductions Emission reductions

二氧化硫減排量 噸

氮氧化物減排量 噸

粉塵減排量 噸

7. 和諧發展
集團重視人才與社會發展，對內維護員工合
法權益，秉持「以效益體現價值，用財富回
報才智」的人才理念，打造和諧人文環境；
對外積極投身公益事業，用力所能及的行動
與力量回饋社會。

7.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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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Respecting employees’ rights and interests7.1 尊重員工權益

本集團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等
相關法律法規，尊重並重視所有員工
的合法權益，在招聘、薪酬、培訓、
陞遷等事宜上杜絕一切形式由於性
別、地域、民族、宗教、年齡、政治
立場等方面引起的不平等現象發生，
確保所有員工均享有公平、公正、
無歧視的待遇與工作環境。對於基本
的勞工議題，如僱傭童工和強制勞工
等，集團無論是在規章制度或是監察
機制方面都採取零容忍的態度，杜絕
任何勞工問題的可能性。截至報告期
末，東岳集團員工總人數為 人，
其中本地戶籍員工佔比為 。

91%

9%

男性員工
Male employees Under 30 Local residents

Female employees Aged between

41-50

Aged between 31-40

Aged over 50 Non-local residents
女性員工

16%

54%

27%

3%

30週歲以下 31-40週歲

41-50週歲 50週歲以上

87%

13%

本地戶籍員工

外地戶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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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助力員工發展

集團建立清晰完善的職業晉陞路徑，
制定《集團幹部員工職級晉陞管理》以保
障晉陞的公平與透明。集團將員工職
級晉陞劃分為幹部晉陞、職稱晉陞、
員工晉陞、高學歷和專業性人才晉陞
四類通道，遵照績效有限、德能兼備
和能升能降的原則，將企業發展與員
工的職業生涯設計有效結合，給全集
團各個崗位上的員工提供暢通的晉陞通
道，充分調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創
造性。

為配合人才發展機制，建設學習型組
織，本集團制定《集團新職工培訓指
導意見》、《崗位培訓考試考核指導意
見》、《員工轉崗培訓管理規定》等培訓
相關制度文件，以多層次、多類型培
訓幫助集團員工提高專業化和知識化水
平。在培訓管理機制上，集團建立起
四級培訓管理體系。 年，集團按
照制定年度培訓計劃，圍繞各職能部
門的「按需培訓」展開，完成培訓 場；
圍繞職工安全、崗位專業技能、高危
風險作業、特種培訓、外協人員管理
等專業技能展開，完成培訓 場，參
與培訓人數累計 餘人。

7.2 Helping staf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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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東岳集團四級培訓管理體系

崗位級
培訓負責人
Job training 

head

‧ 各班班長擔任
 To be held by foremen

‧ 主抓職工三大規程培訓和新入職員工的應知應會崗位培訓、轉崗及並崗人員的專業
技能培訓、崗位答題卡更換和考試以及每月的應知應會培訓的考試、簽到、考試成
績登記、入檔工作

 To focus on the training of three regulations to employees, and on-the-job training of 
required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new comers, the training of technical skills 
to job-transfer and post-merger employees, replacement of post answer sheets and 
examination as well as the examination, attendance, registration of exam results, archiving 
of monthly training of required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車間級
培訓負責人
Workshop 

training head

‧ 車間主任擔任
 To be held by Workshop Director

‧ 負責抓好車間級培訓，指導、督促檢查所負責車間的崗位應知應會答題卡的更換、
考試，以及新入職的員工基本知識學習、培訓工作

 To take charge of workshop training, guide, supervise and inspect the replacement of answer 
sheets of required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examination for workshop posts, as well as 
the basic knowledge learning and training to new comers

公司級
培訓負責人
Corporate 

training head 

‧ 各單位綜合管理部部長擔任
 To be held by Heads of General Management Departments for all companies

‧ 負責公司的培訓工作，檢查督促培訓指導師任務的完成情況
 To take charge of the company’s training, inspect and supervise the completion believed by 

the training instructor

集團
培訓中心

Group training 
center

‧ 負責各單位的培訓管理，履行檢查、督促、指導、跟蹤、服務的崗位職責，全面抓
好集團級培訓

 To take charge of training management to all subsidiaries, perform the position duties of 
inspection, supervision, guidance, tracking and service, and make great efforts to the Group’s 
training in an all-round way

Chart: 4-level training management system of Dongyu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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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集團持續推動創新交流機制制
度化，打造專業交流平台，促進員
工互相學習。 年，集團內部經驗
創新交流會共召開了 場，編輯、印
發交流簡報 期。其中，進行了專題
技術交流 項，實現內部經驗分享
條，達成會議成果 項，收集了合理
化建議 條，提出專業化建議 條。

7.3 關愛員工生活

員工的身心健康對工作效能尤其重
要，集團為員工安排各項動靜俱備的
活動，關懷員工娛樂需要。 年東
岳集團先後組織了職工「時光 印象 三
十年，光影‧鏡頭‧看發展」攝影展，
職工迎廠慶書畫展、慶廠慶詩歌朗誦
會、職工子女才藝展示、「思享匯」幹
部員工思想交流、「岳動青春健康跑」
幹部職工越野賽等一系列活動，增強
員工歸屬感、增進團隊凝聚力。集團
還舉辦了「東岳十大傑出青年」、「優秀
團幹部」等評選活動，做事跡報告會，
以激發幹部員工工作熱情。

同時，東岳集團專門設立愛心基金用
於幫扶困難員工，集團高管從薪酬中
捐獻一定比例的資金充實愛心基金，
每年總額為 萬元。 年春節期
間，集團組織走訪困難職工 名，向
每名困難職工送去慰問金 元及春
節物資。

7.3 Care for employee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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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Supporting public welfare7.4 支持公益事業

集團關心民生福祉，通過慈善捐款、
志願者服務與支持社區建設等方式，
積極支持公益事業。截至報告期末，
東岳集團已累計向教育、交通、衛生
等社會公益事業、光彩事業和災區捐
款達 億元。在 年慈善一日捐
活動中，集團募集款項 萬元。為規
範集團公益捐款的使用，集團先後設
立了四大公益基金，用於支持教育、
養老和員工關愛，每年捐款額達 萬
元。

表 東岳集團四大公益基金
Table Four Public Welfare Funds of Dongyue Group

基金名稱 成立時間 對象及用途
Name Year of establishment Targeted people and its purpose

東岳教育基金 年 用於獎勵本地教育教學成績突出的教師和取得優異成績
的學生，並出資為桓台縣中小學建立「東岳書屋」

東岳尊老基金 年 用於每年為唐山鎮 歲以上老人捐贈 元生活補貼

東岳獎學基金 年 用於清華大學、山東理工大學獎勵學習成績突出的優秀
學子

東岳愛心基金 年 用於對困難員工進行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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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願者活動方面， 年集團先後組織員
工到唐山鎮敬老院為老人們表演節目以及到
桓台縣兒童福利院進行慰問。集團亦積極參
與社區維護與建設，一直支持並參與周邊社
區消防救援工作。此外，由於集團電廠路口
事故頻發，為確保來往行人安全，經由與
相關政府部門溝通，最終決定由集團自行增
設交通信號燈和標識牌，集團保衛處及時配
合協調氟硅公司做好紅綠燈增設的招投標工
作，並已完成紅綠燈加設工作。



102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年報

獨立核數師報告
Independent Auditor’s Report

致東岳集團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意見
吾等已審核第 至 頁所載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的綜
合財務報表，當中包括於 年 月 日的綜合
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及其他
全面收入報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
表，以及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
概要。

吾等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理
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真實公平地反映貴集團於 年 月 日
之綜合財務狀況及其於截至該日止年度之綜合財
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量及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按
照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To the members of Dongyue Group Limited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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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for Opinion意見的基礎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
計。吾等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
「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
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專
業會計師道德守則」（「守則」），連同有關吾等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有關的道德要求，吾等獨立於貴
集團，並已根據守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吾等相
信，吾等獲取充足及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吾等
意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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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Audit Matters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是根據吾等的專業判斷，認為對截
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
最為重要的事項。該等事項是在吾等審計整體綜
合財務報表及出具意見時進行處理的，吾等不會
對該等事項提供單獨的意見。

Key audit matter How the key audit matter was addressed in our audit

關鍵審計事項 吾等的審計如何處理關鍵審計事項

Impairment assessment of trade receivables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評估

於 年 月 日，貴集團扣除減值後之貿易應收款項
約為人民幣 百萬元。

由於評估每位債務人的可收回性須作出重大判斷方可完
成，包括貿易歷史、信用歷史及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故
吾等將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識別為關鍵審計事項。管理層
總結，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並無於貴集團綜
合損益內確認任何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吾等處理貿易應收款項減值的審計程序包括以下：

按樣本基準測試應收款項餘額賬齡的準確性；

測試單項金額較大且賬齡較長的應收款項餘額，透過參
考年內的付款模式及其他現有資料瞭解管理層撥備決定
之理據；及

評估於年末之後業務從逾期應收款項餘額中收回之現金
水平，以考慮是否作出額外撥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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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audit matter How the key audit matter was addressed in our audit

關鍵審計事項 吾等的審計如何處理關鍵審計事項

Impairment assessment of available-for-sale investments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評估

於 年 月 日，貴集團持有賬面值為人民幣 百
萬元之可供出售投資，且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
概無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內計提任何減值。

貴集團於出現客觀減值證據時（包括投資之公平值出現大
幅或持續下跌時）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內就可
供出售投資確認減值。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內確認之減值為成本與公平值之累計差異。可供出售投
資減值評估屬重大及釐定是否出現客觀減值憑證須管理
層作出重大判斷。

吾等對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評估執行的審計程序包括以下：

吾等與管理層討論有無個別可供出售投資於 年 月
日出現減值的任何客觀證據，並嚴苛質疑管理層的主

張及結論；

吾等評估有無客觀減值證據證明可供出售投資於 年
月 日出現累計虧損；及

吾等已獲得被投資方最近期的財務資料，並已進行若干
程序，以評估管理層的意見是否合理以及管理層作出的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是否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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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audit matter How the key audit matter was addressed in our audit

關鍵審計事項 吾等的審計如何處理關鍵審計事項

Business acquisition

業務收購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本集團完成收購山東博大
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及張家界鑫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均為於中國成立的私人實體且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

吾等認為企業收購屬關鍵審核事項，原因為管理層曾就
購買價分配（即作出售用途之物業及商譽之其餘餘額）運
用重要判斷，且需要作特殊的會計處理。

吾等對企業收購採取的主要審核程序如下：

吾等核查有關收購事項之買賣協議並向管理層查詢收購
事項的完成日期的釐定基準以及對有關支持資料進行測
試；

吾等測試購買價的分配情況，就此，吾等尤為關注資產
淨額及作出售用途之物業之金額的估值。吾等尤為關注
相關公平值調整；

吾等與管理層及　貴公司聘請的獨立外部估值師就對作
出售用途之物業之金額進行估值時達致預測所採納的方
法及假設進行討論，以了解方法及假設是否合理；

吾等抽樣檢查所使用的輸入數據之準確性及可信度；

吾等評估獨立外部估值師的能力，並考慮其經驗及資
質；及

吾等測試相關披露是否充分。



107Dongyue Group Limited Annual Report 2017

獨立核數師報告
Independent Auditor’s Report

Information Other than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Auditor’s Report 

Thereon

Responsibil it ies of Directors and Those 

C h a r g e d  w i t h  G o v e r n a n c e  f o r  t h 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綜合財務報表及其核數師報告以
外的信息

 
董事須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年報內的
信息，但不包括綜合財務報表及核數師報告。

吾等對綜合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
吾等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核證結
論。

結合吾等對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吾等的責任是
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
與綜合財務報表或吾等在審計過程中所了解的情
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
況。基於吾等已執行的工作，倘吾等認為其他信
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則吾等需要報告該事實。
吾等在此方面並無任何需要報告之事項。

董事及管治層就綜合財務報表承
擔的責任

 
董事須負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
真實而中肯的綜合財務報表，並對其認為為使綜
合財務報表的編製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
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負責評估貴集團持
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
有關的事項，以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
非董事有意將貴集團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
他實際的代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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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Audit of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管治層須負責監督貴集團的財務報告過程。

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承擔
的責任
吾等的目標，是對綜合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
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
保證，並出具包括吾等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本報
告僅根據吾等的委聘協定條款向　閣下作為團體
呈報，而不作其他用途。吾等不會就本報告的內
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合理保
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
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
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
理預期它們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響綜合財務報
表使用者依賴綜合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
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吾等運
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吾等亦：

識別及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綜合財務
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
審計程序以應對該等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及
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吾等意見的基礎。由
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
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
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
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
風險。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
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貴集團內部控制的
有效性發表意見。

評價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
計估計及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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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董事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
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
在與事項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
可能導致對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
疑慮。如果吾等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
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綜合
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或假若有關的披露
不足，則修改吾等之意見。吾等的結論是基
於核數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
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貴集團不能持
續經營。

評價綜合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及
內容，包括披露，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中
肯反映相關交易及事項。

就貴集團內實體或業務活動的財務資料獲取
充足、適當的審計憑證，以便對綜合財務報
表發表意見。吾等負責貴集團審計的方向、
監督及執行。吾等為審計意見承擔全部責
任。

吾等與管治層溝通了（其中包括）計劃的審計範
圍、時間安排及重大審計發現，包括吾等在審計
中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吾等亦向管治層提交聲明，說明吾等已符合有關
獨立性的相關道德要求，並與彼等溝通有可能合
理地被認為會影響吾等獨立性的所有關係及其他
事項，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相關的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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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te Partners CPA Limited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從與管治層溝通的事項中，吾等確定哪些事項對
本期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因而構成關
鍵審計事項。吾等在核數師報告中描述該等事
項，除非法律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該等事項，或
在極端罕見的情況下，如果合理預期在吾等報告
中溝通某事項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產生的公眾利
益，吾等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通該事項。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計項目合夥人是葉啟
賢先生，執業證書編號為 。

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九龍尖沙咀
天文台道 號 樓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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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

2017年 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收益 10,137,137

銷售成本 (7,072,865)
 

毛利 3,064,272

其他收入 225,467

分銷及銷售開支 (313,959)

行政開支 (656,333)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

無形資產減值 (17,485)

研究及開發開支 (94,609)

融資成本 (112,89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7,310
 

除稅前溢利 2,141,773

所得稅開支 (459,974)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1,681,799

 

下列各方應佔溢利及
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01,397

－非控股股東權益 80,402
 

1,681,799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 0.76

－攤薄（人民幣）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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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於 年 月 日

2017年 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非流動資產 Non-current assets

物業、機器及設備 3,804,155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
預付款項 50,013

預付租金 466,666

土地租金預付款項 –

無形資產 81,647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可供出售投資 1,221,292

遞延稅項資產 246,398

商譽 123,420

收購聯營公司支付之
按金 –

 

5,993,591
 

流動資產 Current assets

存貨 989,229

作出售用途之物業 1,805,943

預付租金 14,75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970,471

委託貸款 –

已抵押銀行存款 32,86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71,116
 

6,284,373
 

流動負債 Current liabilities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345,168

來自預售物業之按金 359,918

借貸 1,076,021

稅項負債 94,485

遞延收入 25,359
 

3,900,951
 

流動資產淨值 Net current assets 2,383,42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Total assets less current liabilities 8,37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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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資本及儲備 Capital and reserves

股本 200,397

儲備 6,509,3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709,732

非控股股東權益 602,679
 

總權益 Total equity 7,312,411
 

非流動負債 Non-current liabilities

遞延收入 227,721

遞延稅項負債 92,081

借貸 744,800
 

1,064,602
 

8,377,013
 

張建宏 張哲峰
Zhang Jianhong Zhang Zhefeng

董事 董事
Director Director

第 至 頁之綜合財務報表經董事會於 年
月 日批准及授權刊發，並由下列人士代表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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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Equity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Company

 

股本 股份溢價 購股權儲備 合併儲備 股本儲備
法定

盈餘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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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 （附註 ） （附註 ）

Share

Capital

Share

premium

Share

option

reserve

Merger

reserve

Capital

reserve

Statutory

Surplus

reserve

Retained

earnings Total

Non-

controlling

interests Total

2016年1月1日結餘 Balance at 1 January 2016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轉撥
購股權失效
購回及註銷股份

2016年12月31日結餘 Balance at 31 December 2016 200,397 1,224,924 – (32,210) 102,040 737,882 3,154,975 5,388,008 298,243 5,686,251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1,601,397 1,601,397 80,402 1,681,799

轉撥 – – – – 660 75,100 (75,100) 660 124 784

非控股股東權益注資 – – – – – – – – 223,910 223,910

業務合併 – – – – 10,376 – – 10,376 – 10,376

已宣派股息 – – – – – – (290,709) (290,709) – (290,709)
          

2017年12月31日結餘 Balance at 31 December 2017 200,397 1,224,924 – (32,210) 113,076 812,982 4,390,563 6,709,732 602,679 7,312,411
           

附註：

合併儲備來自於 年完成之集團重組。

於 年 月 日，本公司購回所有早前已發行每股
面值 美元之普通股 股，而該等購回普通
股與截至該日期之所有法定但未發行股本一併註銷。
同日，藉增設 股每股面值 港元之新普
通股，將法定股本增至 港元。其後向於

年 月 日之現有股東發行 股每股面
值 港元之新普通股。購回金額超過已發行新股份
面值之款額直接計入股本儲備。

向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收購額外權益確認為與非控股
股東權益之交易，因此產生之相關折讓╱溢價直接於
股本儲備列賬╱支銷。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公司法及相關公司組織
章程細則，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須將相等於根據中國
會計準則釐定之除稅後溢利 之金額撥入法定盈餘
儲備。

法定盈餘儲備為各中國附屬公司股東權益之一部分，
當其結餘達到相當於註冊資本 之金額，則毋須進
一步分配。根據中國公司法，法定盈餘儲備可用作填
補過往虧損、增加生產及業務營運或轉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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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7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經營活動 OPERATING ACTIVITIES

除稅前溢利 2,141,773

調整項目：
融資成本 112,890

利息收入 (8,583)

遞延收入變現 (28,022)

（撥回）╱確認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22,541)

折舊及攤銷 702,523

撥回預付租金 13,856

撇減存貨 4,12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7,310)

可供出售投資股息收入
(135,685)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196,076

無形資產減值 17,485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減值 –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

收購聯營公司之收益 –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2,946,591

存貨增加 (282,39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減少 (598,676)

作出售用途之在建物業（增加）
╱減少 (165,93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819,898)

來自預售物業之按金增加╱（減少）
261,391

遞延收入增加 1,119
 

經營所得現金 1,342,206

已付所得稅及預扣稅 (220,019)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NET CASH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1,12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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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投資活動 INVESTING ACTIVITIES

向第三方提供委託貸款 –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830,345)

收取╱（支付）預付土地租金 72,860

購買無形資產 (3,881)

第三方償還委託貸款 –

已收利息 8,583

解除已抵押銀行存款所得款項 73,843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3,839

可供出售投資股息收入
135,685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所收取之按金 –

收購聯營公司之退款╱
（所支付之按金）

59,800

收購附屬公司的現金流出 (29,290)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68,333)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NET CASH USED IN INVESTING ACTIVITIES (577,239)
   

融資活動 FINANCING ACTIVITIES

借貸所得款項 1,227,000

償還借貸 (2,213,879)

已付利息 (112,890)

購回及註銷股份 –

已派付股息 (290,707)

非控股股東權益注資 234,283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NET CASH USED IN FINANCING ACTIVITIES (1,156,19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淨額 NET INCREASE IN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611,245)

年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 AT 

 BEGINNING OF THE YEAR 2,082,361
 

年末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AT 

 END OF THE YEAR

即：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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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Notes to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1. General1. 一般資料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年
月 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
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

。本公司的股份自
年 月 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的
主要業務載於附註 。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主要從
事製造、分銷及銷售製冷劑、高分子材料、
有機硅及二氯甲烷、聚氯乙烯（「 」）及燒
鹼以及其他。此外，本集團亦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從事物業開發。

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於年報「公司資料」一節
中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功能
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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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plication of new and revised accounting 

standards

Amendments to IFRSs and a new interpretation 

that are mandatorily effective for the current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7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會計準則 

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本年度強
制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及一項新詮釋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
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的修訂本及一項新詮釋。

國際會計準則
第 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國際會計準則
第 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作出
遞延稅項資產之確認

於本年度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及詮
釋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
狀況及╱或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
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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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plication of new and revised accounting 

standards (Continued)

New and revised standards, interpretations and 

amendments issued but not yet effective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會計準則
（續）

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詮釋及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號

客戶合約收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號

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 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
代價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年至 年週

期之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號（修訂本）

分類及計量以股份為
基礎的付款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號（修訂本）

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號保險合約一
併應用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 號金融
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號及國際會計準

則第 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
或合資公司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投入

國際會計準則
第 號（修訂本）

轉換投資物業

於 年 月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於 年 月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於 年 月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於有待確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預期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
修訂準則（下文所載者除外）對綜合財務報表
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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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Basis of preparation

3. 主要會計政策

合規聲明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
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另外，綜合財
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歷史成
本一般按交換貨品之代價之公平值計算。

公平值指於計量日期市場參與者於有秩序交
易中出售一項資產可收取或轉讓一項負債須
支付之價格，不論該價格是否直接可觀察或
可使用其他估值方法作出估計。倘市場參與
者於計量日期對資產或負債定價時會考慮資
產或負債的特點，則本集團於估計資產或負
債的公平值時會考慮該等特點。該等綜合財
務報表中作計量及╱或披露用途的公平值乃
按此基準釐定，惟屬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號範圍的以股份付款的交易、屬於國際會
計準則第 號範圍內的租賃交易，以及與公
平值有部分相若地方但並非公平值的計量，
譬如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內的可變現淨值或
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的使用價值除外。

主要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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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Basis of consolidation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由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控制的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的財務
報表。當本公司具備以下條件時，即具有控
制權：

有控制被投資方的權力；

可或有權自其與被投資方的關係中獲得
不同回報；及

有能力運用其權力影響其回報。

倘事實和情況顯示上述的三項控制因素之一
項或多項出現變動，本集團會重新評估其是
否控制被投資方。

附屬公司於本集團取得該附屬公司的控制權
時綜合入賬，並於本集團喪失對該附屬公司
的控制權時終止綜合入賬。具體而言，自本
集團取得控制權當日起直至本集團不再控制
附屬公司當日，於年內收購或出售的附屬公
司收支均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
表。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各部分歸屬至本公司擁
有人及非控股股東權益。附屬公司的全面收
入總額歸屬至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股東權
益，即使此舉會導致非控股股東權益出現虧
絀結餘。

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於必要時會進行調整，
以使其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一致。

與本集團成員間的交易有關的所有集團內部
的資產及負債、股權、收入、開支及現金流
量均於綜合賬目時悉數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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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Basis of consolidation (Continued)

Changes in the Group’s ownership interests in existing 

subsidiaries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綜合基準（續）

本集團於現有附屬公司的擁有權權益變動 

倘本集團於現有附屬公司的擁有權權益變動
並無導致本集團失去對附屬公司的控制權，
則入賬列作股本交易。本集團的權益及非控
股股東權益的賬面值會進行調整，以反映其
於附屬公司的相關權益變動。非控股股東權
益賬面值與已付或已收代價公平值之間的任
何差額直接於權益確認，並歸屬於本公司擁
有人。

當本集團失去一間附屬公司之控制權，盈虧
於損益內確認，並按： 已收代價公平值及
任何保留權益公平值總額與 附屬公司之資
產（包括商譽）及負債以及任何非控股股東權
益之先前賬面值之差額計算。所有先前於其
他全面收入確認之有關該附屬公司之款項，
將按猶如本集團已直接出售該附屬公司之相
關資產或負債入賬（即按適用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之規定╱許可條文重新分類至損益或轉
撥至另一類權益）。於失去控制權當日於前
附屬公司保留之任何投資之公平值將根據國
際會計準則第 號，於其後入賬時被列作初
步確認之公平值，或（如適用）於初步確認時
被列作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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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Business combinations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業務合併

業務收購乃採用收購法入賬。於業務合併轉
撥之代價按公平值計量，按本集團所轉撥之
資產、本集團對被收購方原擁有人產生之負
債及本集團於交換被收購方之控制權所發行
之股權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值之總和計算。與
收購有關之成本一般於產生時在損益中確
認。

於收購日期，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
債按其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值確認，惟下列項
目除外：

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及與僱員福利安排
有關之資產或負債分別根據國際會計準
則第 號「所得稅」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僱員福利」確認及計量；

與被收購方以股份支付款項安排或本集
團就替換被收購方以股份支付款項安排
而訂立之以股份支付款項安排有關的負
債或股本工具於收購日期根據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 號「以股份支付款項」計量
（見下文會計政策）；及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號「持作出售
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分類
為持作出售之資產（或出售組合）根據該
項準則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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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Business combinations (Continued)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業務合併（續）

商譽是以所轉撥之代價、非控股股東權益於
被收購方中所佔金額，及收購方以往持有被
收購方權益（如有）之公平值之總和，減所收
購之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之負債於收購日期
之淨值後，所超出之差額計值。倘經過重估
後，所收購之可識別資產與所承擔負債於收
購日期之淨額高於所轉撥之代價、非控股股
東權益於被收購方中所佔金額及收購方以往
持有被收購方權益（如有）之公平值之總和，
則差額即時於損益內確認為議價收購收益。

屬現時擁有之權益且於清盤時令持有人有權
按比例分佔實體淨資產之非控股股東權益，
可初步按公平值或非控股股東權益應佔被收
購方可識別資產淨值的已確認金額比例計
量。計量基準視乎每項交易而作出選擇。其
他種類的非控股股東權益乃按其公平值或
（如適用）另一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指定之基
準計量。

倘本集團於業務合併中轉讓之代價包括或然
代價安排產生之資產或負債，則或然代價按
其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值計量，並計入於業務
合併轉讓之代價之一部分。符合資格為計量
期間調整之或然代價公平值變動將予追溯調
整，相應調整就商譽作出。計量期間調整為
於「計量期間」（不可超過自收購日期起計一
年）取得有關於收購日期已存在之事實及情
況之額外資料產生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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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Business combinations (Continued)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業務合併（續）

不符合計量期間調整資格之或然代價公平值
變動後續會計處理取決於如何將或然代價分
類。分類為權益之或然代價不會於後續報告
日期重新計量，其後續結算亦於權益內入
賬。分類為資產或負債之或然代價將根據
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或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如適用）於後
續報告日期重新計量，相應之盈虧於損益內
確認。

如業務合併乃分階段達成，本集團以往所持
的被收購方股權於收購日期（即本集團取得
控制權當日）按公平值重新計量，所產生的
盈虧（如有）在損益中確認。如出售於被收購
方權益，以往在其他全面收入中確認的從該
等權益於收購日期前產生的金額重新分類至
損益（如此處理方法合適）。

倘業務合併之最初入賬於合併發生之報告期
末尚未完成，則本集團將報告未完成列賬項
目之臨時金額。該等臨時金額乃於計量期間
內作出調整（見上文），而新增資產或負債則
獲確認以反映關於在收購日期已存在之事實
及情況之新資訊，而當時如獲知該等資訊則
可能對於該日期確認之金額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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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Goodwill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商譽

收購業務所產生之商譽按收購業務日期確立
之成本（見上文會計政策）減累計減值虧損
（如有）列賬。

為進行減值測試，商譽被分配至預期可得益
於合併之協同效應之本集團各現金產生單位
（或多組現金產生單位）。

獲分配商譽的現金產生單位會每年作減值測
試，並於有跡象顯示有關單位可能減值時進
行更頻繁測試。就於某一報告期間進行之收
購所產生之商譽而言，獲分配商譽之現金產
生單位於該報告期間結算日之前作減值測
試。倘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款額低於其賬
面值，則首先分配減值虧損以減少分配予該
單位的任何商譽的賬面值，然後按比例根據
有關單位內各資產的賬面值分配至其他資
產。商譽的任何減值虧損直接於損益中確
認。商譽之已確認減值虧損不會於其後期間
撥回。

於出售有關現金產生單位時，在釐定出售的
溢利或虧損時將計入應佔的商譽款額。

本集團對於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所產生商譽之
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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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Investments in associates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聯營公司為本集團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實體。
重大影響力指參與被投資方財務及營運政策
決定的權力，但並非控制或共同控制該等政
策。

聯營公司的業績以及資產及負債以權益會計
法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入賬。作權益會計法
用途之聯營公司之財務報表乃按與本集團就
同類交易及同類情況下事項之統一會計政策
編製。根據權益法，於聯營公司的投資初步
按成本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並於其後就
確認本集團應佔該聯營公司的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入予以調整。當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的
虧損超出本集團於該聯營公司的權益（包括
實質上成為本集團於該聯營公司投資淨額一
部分的任何長期權益）時，本集團取消確認
其應佔的進一步虧損。僅於本集團已產生法
定或推定責任，或已代表該聯營公司支付款
項的情況下，方會確認額外虧損。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於被投資方成為一間
聯營公司之日採用權益法入賬。在收購於一
間聯營公司的投資時，投資成本超過本集團
應佔該被投資方可識別資產及負債公平值淨
值的任何部分確認為商譽，並計入投資的賬
面值。本集團應佔可識別資產及負債的公平
淨值超過投資成本的任何部分，於重新評估
後在投資被收購的期間即時於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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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Investments in associates (Continued)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續）

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的規定應用於釐定是否
有必要確認有關本集團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
資的任何減值虧損。如有需要，投資（包括
商譽）的全部賬面值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資產減值」作為一項單一資產，透過比

較其可收回金額（使用價值與公平值兩者中
的較高者減出售成本）與其賬面值作減值測
試。任何已確認減值虧損構成投資的部分賬
面值。減值虧損的任何轉回根據國際會計準
則第 號確認，惟以投資的可收回金額隨後
增加為限。

自投資不再為聯營公司當日起，或倘投資
（或相關部分）被分類為持作出售，本集團
不再使用權益法。當本集團保留於前聯營公
司的權益，且保留權益為金融資產時，則本
集團於當日按公平值計量保留權益，而公平
值則被視為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初步確
認時的公平值。聯營公司於終止使用權益法
當日的賬面值與任何保留權益的公平值及出
售聯營公司部分權益所得任何所得款項之間
的差額，乃於釐定出售聯營公司的盈虧時計
入。此外，倘該聯營公司直接出售有關資產
或負債，本集團或須按相同基準將先前就該
聯營公司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的所有金額入
賬。因此，倘該聯營公司先前於其他全面收
入中確認的盈虧會被重新分類為出售有關資
產或負債的損益，本集團會在權益法終止
時，將盈虧由權益重新分類至損益（作為重
新分類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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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Investments in associates (Continued)

Revenue recognition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續）

當本集團削減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所有權權益
但繼續使用權益法時，倘以往於其他全面收
入確認有關削減所有權權益的盈虧部分將於
出售相關資產或負債時重新分類至損益，則
本集團會將該盈虧重新分類至損益。

當集團實體與本集團的一間聯營公司進行交
易（例如出售或注入資產）時，因與聯營公司
進行交易而產生的損益會於本集團的綜合財
務報表內確認，惟僅以於與本集團並無關連
的聯營公司權益為限。

收益確認

收益按已收或應收代價的公平值計量，指於
一般業務過程中銷售貨品所應收的款項，已
扣除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

銷售貨品的收益會在貨品交付後和所有權移
交後，屆時符合以下所有條件時獲確認：

本集團已將貨品擁有權的重大風險及回
報轉嫁予買家；

本集團並無對已售貨品保留一般與擁有
權有關的持續管理權或有效控制權；

收益金額能夠可靠地計量；

與交易有關的經濟利益可能流入本集
團；及

就交易產生或將產生的成本能夠可靠地
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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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Revenue recognition (Continued)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收益確認（續）

具體而言，日常業務過程中銷售物業所得收
益於有關物業竣工並交付予買家時方予確
認。於符合上述收益確認標準前自買家收取
之按金及分期付款已計入綜合財務狀況表之
流動負債中。

當經濟利益可能流入本集團及收益金額能夠
可靠計量時，則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予以確
認。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乃參考未償還本金
及適用實際利率按時間基準累計，有關利率
為將估計未來所收現金按金融資產估計可使
用年期準確貼現為初步確認時該資產賬面淨
值的利率。

投資所得股息收入在股東收取付款的權利確
立時（倘很可能有經濟利益流入本集團而收
入金額能可靠計量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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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Leasing

The Group as lessee

Borrowing costs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租賃

倘租賃條款將所有權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轉
嫁予承租人，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所有
其他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經營租賃付款於租賃期內按直線法確認為開
支，惟倘有其他系統基準能更清晰呈列從租
賃資產獲得經濟利益的時間模式則除外。經
營租賃產生的或然租金於產生期間確認為開
支。

借貸成本

借貸成本直接源自收購、建造或生產合資格
資產，而該等資產需要一段長時間方可供用
作擬定用途或出售。借貸成本會加入作該等
資產的成本，直至資產大致上可供用作擬定
用途或出售為止。尚未用於合資格資產的特
定借貸作暫時投資賺取的投資收入，於合資
格資本化的借貸成本中扣除。

所有其他借貸成本均於產生期間在損益中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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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Government grant

Retirement benefit costs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政府補貼

在合理地保證本集團會遵守政府補貼的附帶
條件，以及將會得到補助前，不會確認政府
補貼。

政府補貼乃按系統基準，於本集團將有關補
助擬補償的有關成本確認為開支的期間內，
於損益中確認。具體而言，以要求本集團購
買、建造或收購非流動資產為主要條件的政
府補貼乃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為遞延收
入，並在相關資產的可使用年期內按系統及
合理基準轉撥至損益中。

作為已產生的開支或虧損的補償或就給予本
集團即時財政支持目的，且無日後相關成本
的應收政府補貼，乃於其成為可收取的期間
內於損益中確認。

退休福利成本

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的付款於僱員提供有權享有供款的服務時作
為開支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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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Taxation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稅項

所得稅開支指即期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的總
和。

即期應付稅項按本年度應課稅溢利計算。應
課稅溢利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中
呈報的溢利不同，此乃由於前者不包括其他
年度的應課稅或可扣稅收入或開支項目，並
且不包括從未課稅或可扣稅的項目。本集團
的即期稅項負債採用於報告期末已制定或實
質制定的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按綜合財務報表的資產及負債賬面
值與用以計算應課稅溢利相應稅基的暫時差
額確認。遞延稅項負債通常會就所有應課稅
暫時差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一般在很可能
出現可利用暫時差額扣稅的應課稅溢利時就
所有可扣減暫時差額確認。若於一項交易
中，因商譽或因業務合併以外原因首次確認
其他資產及負債而引致的暫時差額既不影響
應課稅溢利，亦不影響會計溢利，則不會確
認該等資產及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乃按因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的投資而引致的應課稅暫時差額而確認，惟
若本集團可控制暫時差額的撥回及暫時差額
很有可能不會於可見將來撥回的情況除外。
因與有關投資及權益相關的可扣減暫時差額
而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僅在可能產生足夠應
課稅溢利以動用暫時差額利益並預期可在可
見將來撥回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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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Taxation (Continued)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稅項（續）

遞延稅項資產的賬面值於報告期末作檢討，
並在不再可能會有足夠應課稅溢利令全部或
部分資產價值被收回時作調減。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乃按預期於負債獲償還
或資產變現期間的適用稅率（以報告期末已
制定或實質制定的稅率（及稅法）為基準）計
算。

遞延稅項負債及資產的計算，反映本集團於
報告期末所預期對收回或結算其資產及負債
的賬面值的方式所產生的稅項結果。

即期及遞延稅項於損益中確認，惟當其與於
其他全面收入確認或直接於權益確認的項目
相關時除外，於該情況下，即期及遞延稅項
亦分別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或直接於權益確
認。倘因業務合併初步會計處理產生即期稅
項或遞延稅項，則稅務影響將包括在業務合
併之會計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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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Foreign currencie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外幣

編製各個別集團實體的財務報表時，以該實
體的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即外幣）進行的交
易以其各自的功能貨幣（即有關實體經營所
在的主要經濟環境的貨幣）按交易日期的適
用匯率入賬。於報告期末，以外幣計值的貨
幣項目乃按當日的適用匯率重新換算。以外
幣計值並以歷史成本計量的非貨幣項目不會
重新換算。

因結算貨幣項目及重新換算貨幣項目而產生
的匯兌差額，於產生期間在損益中確認。

物業、機器及設備

物業、機器及設備包括持作生產或供應貨品
或服務或作行政用途的樓宇（下文所述的在
建工程除外），乃按成本減其後累計折舊及
累計減值虧損（如有）在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列
賬。

用於生產、供應或行政用途的在建工程以成
本減任何已確認減值虧損列賬。成本包括專
業費及（就合資格資產而言）根據本集團會
計政策資本化的借貸成本。有關物業在完工
並可用作擬定用途時分類為物業、機器及設
備的適當類別。該等資產按與其他物業資產
的相同基準在可用作擬定用途時開始計算折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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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Continued)

Leasehold land for own use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物業、機器及設備（續）

折舊利用直線法確認，以在估計可使用年期
內撇銷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在建工程除
外）的成本，再減去其剩餘價值。估計可使
用年期、剩餘價值和折舊方法會在各報告期
末進行檢討，而任何估計變動的影響則按前
瞻基準入賬。

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於出售後或當預期持
續使用該資產將不會產生未來經濟利益時取
消確認。於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出售或報
廢時所產生的任何盈虧（以出售所得款項與
資產賬面值的差額計算）會於損益中確認。

供自用的租賃土地

倘一項租賃同時包括土地及樓宇部分，則本
集團會分別依照各部分擁有權隨附的絕大部
分風險及回報是否已轉移至本集團，評估各
部分分類應被界定為融資或是經營租賃，除
非兩個部分被清楚確定為經營租賃，於此情
況下，整份租賃歸類為經營租賃。具體而
言，最低租金（包括任何一筆過支付的預付
款項）會按訂立租賃時租賃土地部分與樓宇
部分租賃權益的相關公平值，按比例於土地
與樓宇部分之間分配。

倘能可靠地分配這些付款，則入賬列為經營
租賃的租賃土地權益將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
列作「預付租金」，並於租賃期內以直線法攤
銷入賬。倘未能可靠地於土地及樓宇部分之
間分配租金，則整項租賃一般會分類為融資
租賃，並入賬列作物業、機器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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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Intangible assets

Intangible assets acquired separatel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無形資產

個別收購的無形資產
個別收購且具備有限可使用年期的無形資產
按成本減累計攤銷及任何累計減值虧損入
賬。具備有限可使用年期的無形資產攤銷於
其估計可使用年期內以直線法作出撥備。估
計可使用年期及攤銷方法會在各報告期末進
行檢討，而任何估計變動的影響則按前瞻基
準入賬。

研究及開發開支
研究活動的支出於產生期間確認為開支。

因開發活動（或內部項目開發階段）而從內部
產生的無形資產僅會在符合以下所有條件時
方予以確認：

完成無形資產使其可供使用或銷售的技
術可行性；

完成無形資產使其可供使用或銷售的意
向；

使用或銷售無形資產的能力；

無形資產如何產生未來經濟利益；

有否足夠技術、財務和其他資源以完成
其開發，並使用或銷售無形資產；及

能夠可靠計量開發無形資產時的所用開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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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Intangible assets (Continu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Continued)

Intangible assets acquired in a business combination

Derecognition of intangible assets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無形資產（續）

研究及開發開支（續）
就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初步確認的金額為無
形資產首次符合上述確認條件當日起所產生
的開支總和。倘並無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可
予確認，開發開支會於產生期間在損益中扣
除。初步確認後，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乃按
成本減累計攤銷及累計減值虧損（如有），以
個別收購無形資產的相同基準呈報。

在業務合併中收購之無形資產
在業務合併中收購之無形資產乃與商譽分開
確認，並按其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值（被視為
其成本）初步確認。

初步確認後，在業務合併中收購之有限可使
用年期之無形資產按成本減累計攤銷及任何
累計減值虧損，以個別收購無形資產的相同
基準呈報。

取消確認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於出售或預期不會自使用或出售產
生未來經濟利益時取消確認。取消確認無形
資產所產生收益或虧損按出售所得款項淨額
與資產賬面值間之差額計量，並於取消確認
資產時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內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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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Intangible assets (Continued)

Exploration rights

Impairment of exploration rights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無形資產（續）

探礦權
探礦權於初步確認時按成本確認。初步確認
後，探礦權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減值虧損列
賬。

探礦權包括探礦權之成本、尋找自然資源以
及確定開採該等資源在技術及商業上是否可
行而產生之開支。

當有證據顯示開採自然資源在技術及商業上
均屬可行時，過往已確認之探礦權會重新分
類為無形或有形資產。該等資產於重新分類
前須通過減值評估。

探礦權之減值
探礦權之賬面值每年均作檢討。於出現下列
事件或情況變化（此列不能盡錄）之一顯示賬
面值或不能收回時，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資產減值」作出減值測試。

本集團於特定區域之勘探權之期限已經
屆滿或將於近期屆滿，並預期不會續
期。

對進一步勘探及評估特定區域自然資源
之大量開支既無預算，亦無規劃。

於特定區域勘探及評估自然資源並無發
現商業上可行之大量自然資源，且本集
團已決定終止於特定區域之該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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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Intangible assets (Continued)

Impairment of exploration rights (Continued)

Inventories

Properties for sale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無形資產（續）

探礦權之減值（續）
充分數據表明，儘管於特定區域之開發
可能會繼續進行，但勘探及評估資產之
賬面值不可能於成功開發或銷售中全面
收回。

倘一項資產之賬面值超出其可收回金額時，
則減值虧損於損益內確認。

存貨

存貨於各報告日期末按成本與可變現淨值的
較低者列賬。成本採用加權平均法計算。可
變現淨值指存貨的估計銷售價減所有估計完
成成本及進行銷售所必需的成本。

作出售用途之物業

日常業務過程中作出售用途之竣工物業及在
建物業計入流動資產，並按成本及可變現淨
值中較低者列賬。成本包括土地預付租金及
物業開發成本。物業開發成本包括建築成
本、按照本集團會計政策資本化之借貸成本
及開發期間產生之直接應佔成本。開發各階
段各單位成本乃採用加權平均法釐定。

可變現淨值考慮最終預期實現之價格，扣除
適用銷售開支及預期竣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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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Properties for sale (Continu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Financial assets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作出售用途之物業（續）

本集團於擬將物業用途由日常業務過程中出
售改為持有以賺取租金或╱及作資本增值，
將該物業自存貨轉撥至投資物業，物業用途
改變之證明為與另一訂約方訂立經營租約。
該物業於轉撥當日的公平值與其過往賬面值
之間的任何差額於損益內確認。

金融工具

當集團實體成為工具合約條文的訂約方時，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
認。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初步按公平值計量。收
購或發行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直接應佔交
易成本加入或自初步確認之金融資產或金融
負債（倘合適）的公平值扣除。

金融資產
本集團的金融資產歸入下列兩個類別中的其
中一個類別，即貸款及應收款項與可供出售
投資。分類乃根據金融資產的性質及目的於
初步確認時確定。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Notes to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

142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年報

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Continued)

Financial assets (Continued)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Loans and receivables

Available-for-sale instruments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實際利息法
實際利息法是一種計算金融資產的攤銷成本
及於有關期間攤分利息收入的方法。實際利
率是於初步確認時準確地透過金融資產預計
年期或（如適用）於較短期間內將估計日後現
金收款（包括屬整體實際利率一部分的所有
已付或已收費用、交易成本及其他溢價或折
讓）貼現為賬面淨值的利率。

債務工具的利息收入按實際利息基準確認。

貸款及應收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為附帶固定或可釐定付款的
非衍生性質金融資產，而其在活躍市場並無
報價。於初步確認後，貸款及應收款項（包
括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委託貸款、已抵押
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採用實際利息
法按攤銷成本減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見下
文有關金融資產減值的會計政策）列賬。

可供出售投資
並無活躍市場報價且其公平值未能可靠計量
的可供出售股本投資，以及與該等無報價股
本工具有關連且必須以交付該等無報價股本
工具方式結算的衍生工具，乃於報告期末按
成本減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見下文有關金
融資產減值的會計政策）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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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Continued)

Financial assets (Continued)

Impairment of financial assets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金融資產減值
金融資產於報告期末評估是否出現減值跡
象。若有客觀證據顯示金融資產的估計未來
現金流量因於初步確認該金融資產後發生一
項或多項事件而受到影響，則認為金融資產
出現減值。

就可供出售股本投資而言，如該證券的公平
值顯著或持續下降至低於其成本，可被視為
減值的客觀證據。

就所有其他金融資產而言，減值的客觀證據
可包括：

發行人或對手方出現重大財政困難；或

違約，例如延遲或拖欠支付利息及本
金；或

借款人將面臨破產或財務重組；或

就若干金融資產類別（如貿易應收款項），被
評估為非個別減值的資產另外按整體基準進
行減值評估。應收款項組合的客觀減值證據
可包括本集團的過往收款經驗、組合內超出
日或 日平均信貸期的逾期付款次數增

加，以及與應收款項逾期有關的全國或地方
經濟狀況明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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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Continued)

Financial assets (Continued)

Impairment of financial assets (Continued)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資產（續）
金融資產減值（續）
就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而言，已確認
的減值虧損金額為資產賬面值與按金融資產
原訂實際利率貼現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
之間的差額。

就按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而言，減值虧損金
額按資產賬面值與按類似金融資產的現行市
場回報率貼現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間
的差額計量。該減值虧損將不會於往後期間
撥回（見下文會計政策）。

就所有金融資產而言，金融資產賬面值會直
接因減值虧損而作出扣減，貿易及其他應收
款項除外，其賬面值乃透過使用撥備賬目作
出扣減。撥備賬目的賬面值變動於損益中確
認。倘貿易應收款項被視為無法收回，則與
撥備賬目撇銷。其後收回過往撇銷的款項與
撥備賬目沖銷。撥備賬目賬面值變動於損益
中確認。

就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而言，倘於往
後期間，減值虧損金額減少，而有關減少客
觀上與確認減值虧損後發生的事件相關聯，
則先前確認的減值虧損透過損益撥回，惟該
資產於減值撥回當日的賬面值不得超過未確
認減值時的攤銷成本。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的減值虧損將不會於往後
期間透過損益中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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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Continued)

Financial liabilities and equity instruments

Equity instruments

Financial liabilities

Effective interest method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金融工具（續）

金融負債及股本工具
由集團實體發行的金融負債及股本工具按所
訂立的合約安排內容以及金融負債與股本工
具的定義分類為金融負債或股本工具。

股本工具
股本工具是證明本集團在扣除其所有負債後
的資產剩餘權益的任何合約。本集團發行的
股本工具確認為已收所得款項（扣除直接發
行成本）。

購回本公司本身股本工具直接於股本內確認
及扣除。於購買、出售、發行或註銷本公司
本身股本工具時，不會於損益中確認盈虧。

金融負債
金融負債（包括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借貸）
其後採用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計量。

實際利息法
實際利息法是一種計算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
及於有關期間攤分利息開支的方法。實際利
率是按金融負債的預計年期或（倘適用）較短
期間將估計未來現金付款（包括所支付或收
取構成實際利率組成部分的所有費用、交易
成本及其他溢價或折讓）準確貼現至初步確
認時的賬面淨值的利率。

利息開支按實際利息基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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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Continued)

Derecognition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金融工具（續）

取消確認
本集團僅於自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屆
滿或其向另一實體轉讓金融資產及該資產所
有權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時方會取消確認金
融資產。倘本集團既無轉讓亦無保留所有權
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並繼續控制該已轉讓資
產，則本集團會繼續就其持續參與的部分確
認資產，並確認相關負債。倘本集團保留所
轉讓金融資產所有權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
則本集團會繼續確認該項金融資產，亦會確
認已收所得款項的有抵押借貸。

於取消確認全部金融資產時，資產賬面值與
已收及應收代價的總和之間的差額於損益中
確認。

當且僅當本集團的責任獲解除、取消或屆滿
時，本集團方會取消確認金融負債。已取消
確認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已付及應付代價之
間的差額在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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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Impairment on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assets 

other than goodwill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商譽以外有形及無形資產減值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會檢討其有形及無形資
產的賬面值，以確定該等資產是否出現任何
減值虧損跡象。倘存在任何該等跡象，會對
有關資產的可收回金額進行估計，以確定減
值虧損（如有）的程度。

倘不能估計單一資產的可收回金額，則本集
團會估計其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
金額。於可識別合理和一貫分配基準的情況
下，企業資產亦會被分配到個別的現金產生
單位，否則，則分配至可識別合理及一貫分
配基準的最小組別現金產生單位。

可收回金額為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與使用價值
的較高者。評估使用價值時，估計未來現金
流量乃使用稅前貼現率貼現至其現值，該貼
現率反映目前市場對資金時間值的評估以及
尚未調整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的資產的特有風
險。

倘估計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
低於其賬面值，則將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
的賬面值減至其可收回金額。減值虧損即時
在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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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olicies (Continued)

Impairment on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assets 

other than goodwill (Continued)

Share based payment transactions

Equity-settled share-based payment transactions

Share options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商譽以外有形及無形資產減值（續） 

倘減值虧損於其後撥回，則資產賬面值將增
至其經修訂估計可收回金額，惟增加的賬面
值不得超過資產（若於過往年度並無確認減
值虧損而應釐定）的賬面值。減值虧損撥回
即時確認為收入。

以股份為基準支付交易

以股權結算以股份支付的交易
購股權
就授出符合指定歸屬條件的購股權而言，所
獲服務的公平值參考授出日期所授出的購
股權公平值釐定，並於歸屬期間按直線法支
銷，並相應調增權益（購股權儲備）。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會修訂其對預計最終歸
屬購股權的估計數目。修訂最初估計的影響
（如有）在損益中確認，以使累計開支反映經
修訂估計，並對購股權儲備作出相應調整。

行使購股權時，先前於購股權儲備確認的金
額將轉撥至股份溢價賬。當購股權於歸屬日
期後被沒收或於屆滿日期仍未獲行使，則之
前已於購股權儲備內確認的金額將繼續保留
於購股權儲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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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y sources of estimation uncertainty

Allowance for bad and doubtful debts on trade 

receivables

4. 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
於應用附註 所述的本集團會計政策時，本
公司董事須就並不容易從其他來源顯示的資
產及負債的賬面值作出估計及假設。估計及
相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及其他被認為相關
的因素作出。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不
同。

估計及相關假設會持續檢討。倘會計估計的
修訂僅對估計修訂的期間構成影響，則有關
修訂於該期間確認，或倘有關修訂對本期間
及未來期間均構成影響，則修訂會於該修訂
期間及未來期間確認。

以下為有關未來的主要假設及於報告期末估
計不確定性的其他主要來源，有關假設及不
確定性會造成重大風險，引致須於下一財政
年度對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作出重大調整。

貿易應收款項的呆壞賬撥備 

本集團管理層根據附註 所列的會計政策評
估貿易應收款項的可收回性並釐定減值撥
備。該估計乃以客戶信貸記錄及當時市況為
依據。因此，管理層定期檢討債務人的還款
狀況，並重估撥備是否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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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y sources of estimation uncertainty 

(Continued)

Useful lives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4. 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續） 

物業、機器及設備的可使用年期

本集團管理層釐定物業、機器及設備的估計
可使用年期及相關折舊費用。此項估計乃依
據所預測的產品壽命週期以及物業、機器及
設備的經濟壽命，並可能因技術革新和競爭
對手因應對行業衰退週期而採取的行動而有
重大改變。當可使用年期少於先前估計年
期，管理層將增加折舊費用，或撇銷或撇減
已停用或出售的技術過時或非策略性資產。
於 年 月 日，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賬
面總值為人民幣 元（ 年：人
民幣 ）。進一步詳情披露於綜合
財務報表附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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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y sources of estimation uncertainty 

(Continued)

Deferred tax assets

Exploration rights

4. 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續） 

遞延稅項資產

倘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未來很有可能出現可動
用可扣減暫時差額、稅項虧損或稅項抵免予
以抵銷的應課稅溢利，則會確認與若干可扣
減暫時差額及稅項虧損有關的遞延稅項資
產。倘預期金額與原訂估計有別，該等差額
會影響遞延稅項資產的確認。

探礦權

本集團的探礦權具有有限的有效期，到期後
本集團將須申請重續。本集團於 年 月
重續探礦權，為期兩年，至 年 月止。
經核查中國適用法律法規後，倘本集團根據
適用中國法律法規向有關中國政府部門遞交
相關申請文件，本公司董事預期並無任何重
大法律障礙可能妨礙本集團重續其探礦權。
因此，本公司董事相信本集團將能於 年
月探礦權到期後以較小成本向相關政府部

門重續探礦權。此外，本公司董事通過估計
資產的可收回金額評估探礦權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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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y sources of estimation uncertainty 

(Continued)

Estimated impairment of goodwill

5. Capital risk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4. 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續） 

估計商譽減值

確定商譽是否減值須估計獲分配有關商譽之
現金產生單位使用價值。在計算使用價值
時，本集團須估計現金產生單位預期產生的
未來現金流量，以及選擇合適的貼現率以計
算現值。倘實際產生的未來現金流量少於預
期數額，則可能會產生重大減值虧損。

5. 資本風險及財務風險管理目標
及政策
本集團進行資本管理，以確保本集團旗下各
實體能夠持續經營業務，同時透過優化債務
及股本結餘爭取利益有關方回報最大化。本
集團的整體策略與去年保持不變。

本集團的資本結構包括於附註 披露的借
貸、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包含股本、股份溢
價、儲備及保留盈利）。

董事按每半年一次的基準審閱資本架構。作
為是項審閱的部分，董事考慮資本成本及各
類資本的相關風險。根據董事的建議，本集
團將透過派付股息、發行新股及發行新債或
贖回現有債項以平衡其整體資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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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pital risk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a) Categorie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金融資產 Financial assets

貸款及應收款項（包括已
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
現金） 3,429,326

可供出售投資 1,221,292
 

4,650,618
 

金融負債 Financial liabilities

攤銷成本 3,084,119
 

(b)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5. 資本風險及財務風險管理目標
及政策（續）

(a) 金融工具的種類

(b)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 

本集團的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貿易及其他
應收款項、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
及現金、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和借貸。
此等金融工具的詳情於各附註披露。此
等金融工具的相關風險包括市場風險
（貨幣風險及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流
動資金風險。減低此等風險的政策載於
下文。本集團管理層負責管理及監察此
等風險，以確保及時以及有效地執行適
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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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pital risk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b)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Market risks

(i) Currency risk

5. 資本風險及財務風險管理目標
及政策（續）

(b)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市場風險
貨幣風險
中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人民
幣，且大多數交易以人民幣結
算。然而，本集團自海外客戶賺
取收益及結算向海外供應商購買
機器及設備的應付款項時均收取
外幣（主要為美元「美元」）。

本集團並無制訂任何對沖政策管
理因進行外幣交易而產生的風
險。為減少持有外幣的風險，本
集團經考慮不久將來的外幣付款
安排後，通常會在款項收訖後隨
即將外幣兌換成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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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pital risk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b)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Market risks (Continued)

(i) Currency risk (Continued)

資產 負債
Assets Liabilities

2017年 年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2017

RMB’000 RMB’000
  

美元 379,160 26,737
  

於 年 月 日，如人民幣兌
美元升值╱貶值 ，而所有其
他可變因素維持不變，年度除
稅後溢利將上升╱下降人民幣

元（ 年：下降╱上升
人民幣 元），主要因為
換算以美元計值的銀行結餘及現
金、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以美
元計值的借貸的匯兌收益╱虧損
所致。

管理層認為，年結日的風險不能
反映年內風險，故敏感度分析不
能代表固有外匯風險。

5. 資本風險及財務風險管理目標
及政策（續）

(b)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市場風險（續）
貨幣風險（續）
於報告日期，本集團的外幣計值
貨幣資產及貨幣負債的賬面值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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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pital risk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b)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Market risks (Continued)

(ii) Interest rate risk

5. 資本風險及財務風險管理目標
及政策（續）

(b)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市場風險（續）
利率風險
本集團面臨與定息銀行借貸（有
關該等借貸的詳情見附註 ）及委
託貸款有關的公平值利率風險。
於 年 月 日， 本 集 團
（ 年： ）的借貸為定息借貸。

本集團亦面臨與銀行存款、委託
貸款及浮息借貸（有關該等借貸的
詳情見附註 ）有關的現金流量利
率風險。

本集團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主要
集中於分別來自本集團人民幣借
貸及美元借貸的市場存款利率以
及中國官方貸款利率、恆生銀行
同業拆息（「恆生銀行同業拆息」）
及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倫敦銀行
同業拆息」）的波動。

下文敏感度分析乃根據銀行結餘
及浮息借貸所面臨的利率風險釐
定。分析乃基於報告期末的財務
餘額而編製。管理層對利率合理
可能變動的評估，乃基於上升或
下跌 及 個基點（ 年： 及
個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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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pital risk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b)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Market risks (Continued)

(ii) Interest rate risk (Continued)

Credit risk

5. 資本風險及財務風險管理目標
及政策（續）

(b)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市場風險（續）
利率風險（續）
就本集團面臨的銀行存款利率風
險而言，如利率已上升╱下跌
個基點（ 年： 個基點），而所
有其他可變因素維持不變，則本
集團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
度的除稅後溢利將增加╱減少人
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

此外，就本集團面臨的浮息借貸
利率風險而言，如利率已上升╱
下 跌 個 基 點（ 年： 個 基
點），而所有其他可變因素維持
不變，則本集團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的除稅後溢利將減
少╱增加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乃主要
由於浮動利率借貸的利息開支增
加╱減少所致。

管理層認為，年結日的風險不能
反映年內風險，故敏感度分析不
能代表固有利率風險。

信貸風險
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貿
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不包括預付款項）
的賬面值代表本集團所承擔金融資產的
最高信貸風險。本集團信貸風險管理措
施的目標在於控制可收回款項的潛在風
險。本集團大部分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存放於中國境內多家管理層認為信貸質
素為高的主要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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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pital risk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b)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Credit risk (Continued)

Liquidity risk

Liquidity and interest risk tables

5. 資本風險及財務風險管理目標
及政策（續）

(b)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信貸風險（續）
本集團亦訂有政策確保產品銷售予具有
適當信貸記錄的客戶，而本集團亦會評
估客戶的信貸狀況及財務實力以及考慮
相關客戶的過往交易記錄。客戶一般獲
授少於 日或 日的信貸期，而本集
團一般不要求客戶提供抵押品或任何信
用增級。有關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
齡分析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本集
團管理層定期根據客戶的過往還款記
錄、逾期時間、財務實力及有否交易爭
議，對能否收回貿易應收款項進行整體
及個別評估。

流動資金風險
在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時，本集團監控並
維持管理層視為足以應付本集團營運所
需及降低現金流量波動影響的現金及等
同現金項目水平。

管理層監控銀行借貸的使用情況。本集
團依賴銀行借貸作為流動資金的主要來
源。於 年 月 日，本集團未動用
的銀行借貸額度為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詳
情載列於附註 。

流動資金及利率風險表
下表載列本集團非衍生金融負債的剩餘
合約到期詳情。列表乃根據本集團可能
被要求付款的最早日期的金融負債未貼
現現金流量編製。利息及本金現金流量
均已列於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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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pital risk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b)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Liquidity risk (Continued)

Liquidity and interest risk tables (Continued)

加權平均利率 1個月內 1至3個月 3個月至1年 1年至5年
未貼現現金
流量總額

於2017年
12月31日
的賬面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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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ghted Total

Carrying 

amount at

average Less than 1-3 3 months 1 year to undiscounted 31 December 

interest rate 1 month  months to 1 year 5 years cash flows 2017

%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於 年 月 日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700,218 931,715 341,196 15,258 1,988,387 1,988,387

借貸
－定息 5.01% 849 127,264 162,200 80,415 370,728 357,000

－浮息 6.92% 5,013 64,121 785,104 696,112 1,550,350 1,463,821
       

706,080 1,123,100 1,288,500 791,785 3,909,465 3,809,208
       

加權平均利率 個月內 至 個月 個月至 年 年至 年
未貼現現金
流量總額

於 年
月 日

的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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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年 月 日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借貸
－定息
－浮息

5. 資本風險及財務風險管理目標
及政策（續）

(b)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流動資金風險（續）
流動資金及利率風險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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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pital risk and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Continued)

(c) Fair value

6. Revenue and segment information

5. 資本風險及財務風險管理目標
及政策（續）

(c) 公平值

董事認為於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的金融
資產及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

6.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指來自貨品及物業銷售的收益。

本集團業務乃按產品及物業開發的類型劃
分。向本公司董事會（即總營運決策人）報告
以作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的資料亦按產
品及物業開發的類型呈列。此乃本集團之構
造基礎。

本集團之經營及呈報分部如下：

製冷劑；

高分子材料；

有機硅；

二氯甲烷、 及燒鹼；

物業開發－在中國山東省及湖南省發展
住宅物業；及

其他業務－生產及銷售製冷劑分部、高
分子材料分部、有機硅分部及二氯甲
烷、 及燒鹼分部的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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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e v e n u e  a n d  s e g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Continued)

Segment revenues and results

2017

製冷劑 高分子材料 有機硅
二氯甲烷、
PVC及燒鹼 物業開發 呈報分部總額 其他業務 對銷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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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Dichloromethane Reportable

Organic PVC and Property segments’ Other

Refrigerants Polymers Silicone liquid alkali development total operations Eliminations Total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對外銷售 2,502,275 2,927,843 2,428,256 1,604,099 285,510 9,747,983 389,154 – 10,137,137

分部間的銷售 1,387,964 – – 4,608 – 1,392,572 729,764 (2,122,336) –
         

總收益－分部收益 3,890,239 2,927,843 2,428,256 1,608,707 285,510 11,140,555 1,118,918 (2,122,336) 10,137,137
         

分部業績 588,442 605,053 433,836 354,554 32,648 2,014,533 237,215 – 2,251,748
        

未分配企業開支 (44,395)

未分配其他收入
融資成本 (112,89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7,310
         

除稅前溢利 2,141,773
         

6.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按呈報及經營分部的收益及業績的分
析如下。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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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e v e n u e  a n d  s e g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Continued)

Segment revenues and results (Continued)

2016

製冷劑 高分子材料 有機硅
二氯甲烷、

及燒鹼 物業開發 呈報分部總額 其他業務 對銷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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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對外銷售
分部間的銷售

總收益－分部收益

分部業績

未分配企業開支
未分配其他收入
融資成本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除稅前虧損

6.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續）

2016年

分部業績指在並無分配未分配其他收入、中
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及融資成本下，各分部的業績。此乃向總營
運決策人呈報資料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的計量項目。由於有關資產及負債的分部資
料並非向總營運決策人呈報以作資源分配及
表現評估的項目，故並無呈列該等資料。

分部間的銷售乃按現行市價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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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e v e n u e  a n d  s e g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Continued)

Entity-wide disclosures

Information about revenue from refrigerants segment by 

products from external customer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二氟一氯甲烷 696,063

四氟乙烷 169,015

五氟乙烷 83,596

2,089

569,788

33,382

123,424

164,597

302,045

180,088

其他 178,188
 

2,502,275
 

Information about revenue from polymers segment by 

products from external customer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聚四氟乙烯 1,551,160

六氟丙烯 256,997

八氟環丁烷 76,114

全聚氟乙丙烯 34,099

聚偏氟乙烯 360,039

氟橡膠 152,550

偏氟乙烯 49,968

其他 446,916
 

2,927,843
 

6.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實體整體披露

有關按產品分類之製冷劑分部來自外來客戶
的收益資料

有關按產品分類之高分子材料分部來自外來
客戶的收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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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e v e n u e  a n d  s e g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Continued)

Entity-wide disclosures (Continued)

Information about revenue from organic silicone segment by 

products from external customer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二甲基硅氧烷混合環體） 290,488

硅橡膠 927,718

生膠 405,291

（六甲基環三硅氧烷） –

混煉膠 92,138

氣相白炭黑 120,248

水解物 140,494

三甲基氯硅烷 65,970

甲基氫二氯硅烷 4,296

綫性結構 181,568

（八甲基環四硅氧烷） 18,080

其他 181,965
 

2,428,256
 

6.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實體整體披露（續）

有關按產品分類之有機硅分部來自外來客戶
的收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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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e v e n u e  a n d  s e g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Continued)

Entity-wide disclosures (Continued)

Information about revenue from dichloromethane, PVC and 

liquid alkali segment by products from external customer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615,980

二氯甲烷 214,516

燒鹼 773,603
 

1,604,099
 

Information about revenue from other operations segment by 

products from external customer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無水氟化氫） 41,793

氟化氫銨 59,234

氫氟酸 43,612

溴素 70,745

其他 173,770
 

389,154
 

Information about major customers

6.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實體整體披露（續）

有關按產品分類之二氯甲烷、PVC及燒鹼分
部來自外來客戶的收益資料

有關按產品分類之其他經營分部來自外來客
戶的收益資料

有關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 年及 年 月 日止兩個年度各
年概無來自單一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總銷售
額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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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e v e n u e  a n d  s e g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Continue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中國 8,212,343
 

亞洲（除中國外）
－日本 354,951

－南韓 361,571

－印度 27,176

－新加坡 23,936

－泰國 37,576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104,323

－巴基斯坦 21,359

－馬來西亞 33,266

－菲律賓 6,574

－越南 20,724

－土耳其 65,698

－其他國家 61,456
 

小計 1,118,610
 

6.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

本集團來自外來客戶之收益按客戶地區詳情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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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e v e n u e  a n d  s e g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Continue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Continued)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美洲
－美國 365,765

－巴西 103,264

－其他國家 27,866
 

小計 496,895
 

歐洲
－意大利 131,929

－英國 13,820

－俄羅斯 41,900

－德國 29,192

－法國 8,110

－其他國家 21,015
 

小計 245,966
 

非洲
－南非 23,867

－埃及 6,659

－尼日利亞 18,524

－其他國家 8,164
 

小計 57,214
 

其他國家╱地區 6,109
 

10,137,137
 

6.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續）

所有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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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e v e n u e  a n d  s e g m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Continued)

Other segment information

製冷劑 高分子材料 有機硅
二氯甲烷、
PVC及燒鹼 物業開發

呈報及經營
分部總額 其他業務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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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hloromethane Reportable

Organic PVC and Property and operating Other

Refrigerants Polymers Silicone liquid alkali development segment total operations Total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2017年 2017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31,944 165,460 131,223 123,466 5,457 657,550 32,985 690,535

無形資產攤銷 701 10,258 125 538 300 11,922 66 11,988

（撥回）確認貿易應收款項
減值 (18,122) (137) 980 (3,914) – (21,193) (1,348) (22,541)

已確認為開支之研究及
開發成本 5,774 79,462 7,988 735 – 93,959 650 94,609

撇減存貨 2,528 – – 1,525 – 4,053 76 4,12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虧損（收益） 29,971 35,145 112,105 18,856 (95) 195,982 94 196,076

撥回預付租金 3,125 5,199 3,129 1,308 – 12,761 1,095 13,856
        

製冷劑 高分子材料 有機硅
二氯甲烷、

及燒鹼 物業開發
呈報及經營
分部總額 其他業務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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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6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無形資產攤銷
（撥回）確認貿易應收款項
減值

已確認為開支之研究及
開發成本

撇減存貨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虧損（收益）

撥回預付租金

6.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其他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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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ther income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政府補貼 70,042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8,583

委託貸款利息收入 –

來自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135,685

匯兌收益 –

其他利息收入 2,080

其他 9,077
 

225,467
 

8. Finance cost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 111,648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其他借貸 1,242
 

借貸成本總額 112,890

減：物業、機器及設備撥充資本
金額 –

 

112,890
 

7. 其他收入

附註：

政府補貼主要用作研究活動開支，在產生期間
內確認為開支。

8. 融資成本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Notes to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

170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年報

8. Finance costs (Continued)

9. Income tax expense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
－當前年度 201,034

－過去年度超額撥備 (1,134)

－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 ” 12,091
 

211,991
 

遞延稅項支出（附註
－中國附屬公司可分派溢利之預

扣稅 48,042

－其他 199,941
 

247,983
 

所得稅開支總額 459,974
 

8. 融資成本（續）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並無借貸成本
被撥充資本。年內撥充資本之借貸成本乃於
一般借貸中產生，乃將截至 年 月 日
止年度合資格資產開支乘以加權平均資本化
比率每年 計算。

9.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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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ncome tax expense (Continued)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除稅前溢利 2,141,773
 

以 ）企業所得稅稅率計算的稅項
支出（附註 ） (497,685)

按優惠稅率計算的所得稅 (29,263)

不可課稅收入的稅項影響
45,749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的稅項影響 –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項影響
(14,724)

未確認稅項虧損的稅項影響 (12,492)

利用先前未確認稅項虧損的稅項
影響 85,629

過去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095

中國附屬公司可供分派盈利的遞延
稅項（附註 ） (48,042)

土地增值稅（附註 ） (12,090)

土地增值稅的稅項影響 3,022

其他 17,827
 

本年度稅項開支 (459,974)
 

9. 所得稅開支（續）
本年度稅項開支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
報表的除稅前溢利的對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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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ncome tax expense (Continued)9. 所得稅開支（續）
附註：

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指本公司主要附屬公
司山東東岳化工有限公司（「東岳化工」）、山東
東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東岳高分子」）、山
東東岳有機硅材料有限公司（「東岳有機硅」）、
山東東岳氟硅材料有限公司（「東岳氟硅」）及山
東東岳聯邦置業有限公司（「聯邦置業」）的相
關所得稅稅率。山東華夏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
（「華夏神舟」）的所得稅稅率為 ，乃因其已
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資格。

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出財稅
第 號文件，中國實體自 年 月 日起所產生
溢利中分派的股息，須根據《外商投資企業和外
國企業所得稅法》第 及 條以及《外商投資企業
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第 條的規定繳
納企業所得稅。附屬公司未分派盈利的遞延稅
項資產╱負債人民幣 元（ 年：人
民幣 元）已計入年內損益。

土地增值稅是就土地價值的升值按 到 的
累進稅率徵收，即物業銷售所得款項減可扣減
支出，包括土地使用權的成本及所有物業開發
支出。

遞延稅項詳情載於附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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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rofit and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短期僱員福利 556,339

退休福利 78,537

其他員工福利 38,952
 

總員工成本 673,828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5,423,309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690,535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11,988

核數師酬金 ’ 2,988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1,460

（撥回）╱確認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22,541)

已確認為開支之研究及開發成本
94,609

撇減存貨（計入銷售成本）
4,129

撥回預付租金 13,85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196,076

無形資產減值 17,485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
 

10.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已扣除╱（計入）下
列各項：

附註：以上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實際已付的酌情花紅為人民幣 元
（ 年：人民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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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 i r e c t o r s ’  a n d  c h i e f  e x e c u t i v e ’ s 

emoluments

2017

袍金 薪金
酌情花紅
（附註） 退休計劃供款

股權結算
之以股份
支付開支 其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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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s Salary

Discretionary

bonus

(Note)

Pension 

scheme 

contributions

Equity-settled 

share-based 

payment 

expense

Other 

benefits Total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RMB’000
       

執行董事 Executive Directors

張建宏先生 144 6,000 7,691 – – – 13,835

傅軍先生 144 – – – – – 144

劉傳奇先生 72 – 108 – – – 180

崔同政先生（於 年
月 日辭任） 48 800 1,021 5 – – 1,874

馮建軍先生（於 年
月 日辭任） 48 – – – – – 48

張建先生 144 – – – – – 144

張哲峰先生（於 年
月 日獲委任） 96 1,200 5,323 – – – 6,619

張必書先生（於 年
月 日獲委任） 96 – – – – – 96

獨立非執行董事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丁良輝先生 364 2,300 – – – – 2,664

岳潤棟先生 188 250 – – – – 438

楊曉勇先生 188 250 – – – – 438       

1,532 10,800 14,143 5 – – 26,480
       

11.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薪酬 

向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已付或應付薪酬如
下：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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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 i r e c t o r s ’  a n d  c h i e f  e x e c u t i v e ’ s 

emoluments (Continued)

2016

袍金 薪金
酌情花紅
（附註） 退休計劃供款

股權結算
之以股份
支付開支 其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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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董事 Executive Directors

張建宏先生
傅軍先生
劉傳奇先生
崔同政先生
馮建軍先生（於 年
月 日獲委任）

張建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丁良輝先生
岳潤棟先生
楊曉勇先生

11.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薪酬（續） 

2016年

張建宏先生亦為本公司行政總裁，上文所披
露的薪酬包括其作為行政總裁提供服務的薪
酬。

年內，本集團並無向董事或五名最高薪人士
支付酬金以招攬其加盟本集團或作為加入本
集團的獎金或離職補償。概無主要行政人員
或任何董事放棄截至 年 月 日及
年 月 日止兩個年度的任何酬金。

附註：酌情花紅乃根據董事的個人表現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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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mployees’ emolument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薪金 16,476

退休計劃供款 14

股權結算之以股份支付開支 –
 

16,490
 

僱員人數

2017年 年
2017

 

港元至 港元 –

港元至 港元 1

港元至 港元 –

港元至 港元 1
 

12. 僱員薪酬
本集團五名最高薪人士當中，三名（ 年：
三名）為本公司董事，其薪酬已載列於上文
附註 中。其餘兩名（ 年：兩名）人士的
薪酬如下：

僱員薪酬介乎以下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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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arnings per share

2017年 年
千 千

2017

’000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的本年
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
（人民幣） 1,601,397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的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

2,111,689
 

14. Dividend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年內已派付的股息： 年：
年末期股息每股 港元及 年
末期股息每股 港元（ 年：
零） 273,928

 

13.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
下列數據計算：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股
份平均市價，故計算截至 年及 年
月 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該
等購股權獲悉數行使。

14. 股息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董事已建議宣
派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港元總計 港元，相當於人民

幣 元（ 年：董事已建議宣派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港元總計 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元，並已於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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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樓宇 機器及設備 汽車 傢私及裝置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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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ildings

Plant and 

machinery

Motor 

vehicles

Furniture 

and fittings

Construction 

in progress Total

成本 COST

於 年 月 日
添置
轉撥
撇銷
出售時抵銷

於 年 月 日
添置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添置

轉撥
出售時抵銷

於 年 月 日

累計折舊及減值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AND IMPAIRMENT

於 年 月 日
本年度開支
出售時抵銷

於 年 月 日
本年度開支
出售時抵銷

於 年 月 日

賬面值 CARRYING VALUES

於 年 月 日

於 年 月 日

15. 物業、機器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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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Continued)

16. Prepaid lease payment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為報告目的所作的分析如下：
－即期部分 14,754

－非即期部分 466,666
 

481,420
 

15. 物業、機器及設備（續）
於 年 月 日， 本 集 團 的 若 干 樓 宇
尚未辦理房產權證，其賬面值為人民幣

元（ 年 月 日： 人 民 幣
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採用直線法於下列估計可
使用年期內按其成本減剩餘價值計算折舊：

樓宇 年或租期（以較短者為準）
機器及設備 年
汽車 年
傢私及裝置 年

本集團已抵押賬面值分別為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及人民幣零
元（ 年：人民幣零元）的樓宇、機器及設
備，為本集團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作抵押。

樓宇位於中國土地上及根據中期租賃持有。

16. 預付租金
本集團的預付租金為報告目的所作的分析如
下：

該金額指於中國為期 至 年的中期土地使
用權。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Notes to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

180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年報

16. Prepaid lease payments (Continued)

17. Intangible assets

專有技術 軟件 探礦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Proprietary 

Technologies Software

Exploration 

rights Total

成本 COST

於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及
年 月 日

添置
收購附屬公司

於 年 月 日

攤銷及減值 AMORTISATION AND 

IMPAIRMENT

於 年 月 日
本年度開支

於 年 月 日
本年度開支
減值

於 年 月 日

賬面值 CARRYING VALUES

於 年 月 日

於 年 月 日

16. 預付租金（續）
本集團已抵押賬面總值人民幣 元的
預付租金，為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貸款作抵
押（ 年：人民幣 元）。

17. 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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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ntangible assets (Continued)17. 無形資產（續）
本集團所有無形資產均向第三方購買。

專有技術及電腦軟件許可證具有確定的可使
用年期，並按直線法分別於 年至 年及 年
至 年攤銷。

於 年， 本 集 團 以 總 代 價 人 民 幣
元向第三方收購中國內蒙古自治

區兩個礦場的探礦權。本公司董事預測礦場
的螢石資源豐富（螢石為本集團製冷劑業務
的主要原材料）。收購礦場將使本集團能夠
以合理的成本取得穩定的高質量螢石資源供
應。

根據中國探礦及採礦權的有關規定，只要勘
探仍在進行且已繳納申請費，本集團即可延
長探礦權有效期。於 年 月，本集團成
功將探礦權重續兩年延至 年 月。由於
重續探礦權後該兩個礦場的採礦面積縮小，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截至 年 月 日
止年度已確認減值人民幣 元（
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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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nterests in associate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於中國非上市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981

應佔收購後（虧損）╱溢利，扣除已
收股息 19,688

分階段收購後之公平值收益 37,919

分階段收購後取消確認 (57,593)

撇銷 (995)
 

–
 

實體名稱 業務架構形式 成立國家 主要營業地點 所持股份類別 本集團持有的註冊資本 本集團所持投票權比例 主要業務

Name of entity

Form of business 

structure

Country of 

establishment

Principal place 

of operation

Class of 

share held

Registered capital held 

by the Group

Proportion of voting rights 

held by the Group

Principal 

activity

2017年 年 2017年 年
2017 2017

張家界鑫業房地產開發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中國 中國 註冊資本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

房地產開發

赤峰北方東岳新材料發展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中國 中國 註冊資本
（附註 ）

製造及銷售氟
石膏混凝土
膨脹劑

1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於 年及 年 月 日，本集團聯營公
司的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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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nterests in associates (Continued)

張家界鑫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
司

Zhangjiajie Xinye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總資產 N/A 不適用
總負債 N/A 不適用

 

淨資產 N/A 不適用
 

本集團應佔淨資產 N/A 不適用
 

1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續）
附註：

於 年 月 日，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山東東岳
聯邦置業有限公司與獨立第三方（作為賣方）訂
立協議，以人民幣 元之代價收購張家界鑫業房
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張家界」） 的股權。張
家界在湖南省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本集團持
有張家界 的股權及將投資入賬列為於一間
聯營公司的權益。應佔張家界收購後溢利視乎
投資者實際注資比例而定。因此， 年本集
團應佔張家界收購後溢利乃按 的基準計算。

於 年 月 日，本集團進一步收購張家界
股權，張家界成為本集團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

於 年 月 日，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內蒙古東
岳金峰氟化工有限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
協議，成立北方東岳。本集團能夠對北方東岳
行使重大影響，因為其有權按照該公司組織章
程細則委任該公司五名董事中的兩名。北方東
岳已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終止其業務。

所有聯營公司採用權益法於該等綜合財務報
表入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
資料概要載列如下。

張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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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nterests in associates (Continued)

Zhangjiajie Xinye (Continued)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收益 –
 

聯營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21,342

 

本集團應佔溢利 9,391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張家界的淨資產 N/A 不適用
本集團於張家界的所有權權益比例

N/A 不適用
本集團於張家界權益的賬面值

N/A 不適用
 

北方東岳的淨資產 –

本集團於北方東岳所有權權益比例
49%

本集團於北方東岳權益的賬面值
–

 

1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續）

張家界（續）

上述財務資料概要與於聯營公司權益的賬面
值的對賬於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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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vailable-for-sale investment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非上市股本證券，按成本列賬
－淄博張店滙通小額貸款有限公

司（「張店滙通」）（附註 ）
26,703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投資基金有
限公司（「 」）（附註 ）

74,589

－中國民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中民投」）（附註 ） 1,000,000

－泰合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泰和」）（附註 ） 120,000

 

1,221,292
 

19. 可供出售投資

上述非上市投資是指於私人實體的股本投
資，於報告期末按成本減去減值計量，由於
合理公平值的估算範圍比較寬，本公司董事
認為其公平值無法可靠計量。

附註：

張店滙通為在中國成立的私人實體，主要在中
國山東省從事借貸業務。本集團於張店滙通持
有 的股本權益，本公司董事認為，人民幣

元的減值已於截至 年 月 日止
年度確認。

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私人實
體。 主要從事投資活動。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本公司與 訂立認購

協議，認購 股 股份，總代價
為 美元（相等於人民幣
元），從而持有 股股份，相當於

的股權。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
度，本公司自 收取退回資本約人民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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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vailable-for-sale investments (Continued)

20. Deferred taxation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遞延稅項資產 246,398

遞延稅項負債 (92,081)
 

154,317
 

19. 可供出售投資（續）
附註：（續）

中民投為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私人實體，主要
從事股權投資和資產管理。於 年 月 日，
本集團認購中民投 股股份，相當於
中民投 的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元。

泰合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私人實體，主要從
事（其中包括）資產管理以及中國山東省境內
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業務。本集團與
其他合營夥伴成立泰和，其註冊資本為人民
幣 元，其中本集團將出資人民幣

元，佔泰合的註冊資本總額 。
於 年 月 日， 本 集 團 已 支 付 人 民 幣

元。

20. 遞延稅項
為財務報告所作的遞延稅項結餘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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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eferred taxation (Continued)

中國附屬公司
可供分派溢利 折舊撥備

僱員福利
應計費用

預付租金的
政府補貼

收購合資格
物業、機器
及設備的
稅項抵免 資本化利息 稅項虧損

業務合併
的公平值調整 其他 總計

Distributable 

Profits of PRC 

Subsidiaries

Depreciation 

allowance

Accrual for 

employee 

benefits

Government 

grants on 

prepaid lease 

payments

Tax credit on 

acquisition 

of qualified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Capitalised 

interest Tax losses

Fair value 

adjustment 

on business 

combination Others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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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 年 月 日
已付股息預扣稅
於損益確認（扣除）計入

於 年 月 日
已付股息預扣稅
於損益確認（扣除）計入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於 年 月 日

20. 遞延稅項（續）
年內已確認的主要遞延稅項資產（負債）及其
變動如下：

於 年 月 日，本集團可用作抵銷未來
溢利的未動用稅項虧損為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已就其
中為數人民幣 元（ 年：人民
幣 元）的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由於不確定有關集團實體的應課稅溢利是否
可用未動用稅項虧損抵扣，所以並無於餘
下未動用稅項虧損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中確認遞延稅
項資產。未確認稅項虧損包括虧損人民幣

元及人民幣 元，分別
將於 年及 年屆滿（ 年：人民幣

元及人民幣 元將分別於
年及 年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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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Goodwill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成本
於 月 日 85,894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 37,526
 

於 月 日 123,420
 

Property development segment

21. 商譽

為進行減值測試，人民幣 元（
年：零）及人民幣 元（ 年：人民
幣 元）之商譽已分別分配予三個現
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即四間中國附
屬公司：物業開發分部的張家界鑫業房地產
開發有限公司（「張家界」）、山東博大房地產
開發有限公司（「博大」）、高分子材料分部的
華夏神舟及製冷劑分部的東營東岳鹽業有限
公司（「東岳鹽業」）。於截至 年 月 日
止年度，本集團管理層確定並未出現任何商
譽減值。

物業開發分部

張家界及博大的可收回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
計算釐定。計算乃根據管理層已批准的五年
期財務預算的預計現金流量及貼現率
得出。五年期以後的現金流量採用 的穩
定增長率推斷。該增長率乃基於相關行業增
長預測，且不超過有關行業的平均長期增長
率。使用價值計算的其他主要假設乃與（包
括預算銷售額及毛利率在內的）現金流量估
計有關。該項估計乃基於張家界及博大的過
往表現及管理層對市場發展的預測。管理層
相信，該等假設可能合理出現的任何變動均
不會導致相關附屬公司的賬面總值超過可收
回總金額。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Notes to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

189Dongyue Group Limited Annual Report 2017

21. Goodwill (Continued)

Polymers segment

22. Inventorie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原材料及消耗品 392,785

在製品 75,462

製成品 520,982
 

989,229
 

21. 商譽（續）

高分子材料分部

華夏神舟的可收回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
釐定。計算乃根據管理層已批准的五年期
財務預算的預計現金流量及貼現率 得
出。五年期以後的現金流量採用 的穩定增
長率推斷。該增長率乃基於相關行業增長預
測，且不超過有關行業的平均長期增長率。
使用價值計算的其他主要假設乃與（包括預
算銷售額及毛利率在內的）現金流量估計有
關。該項估計乃基於華夏神舟的過往表現及
管理層對市場發展的預測。管理層相信，該
等假設可能合理出現的任何變動均不會導致
華夏神舟的賬面總值超過其可收回總金額。

22. 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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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roperties for sale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作出售用途之竣工物業 567,927

作出售用途之在建物業 1,238,016
 

1,805,943
 

Boda

23. 作出售用途之物業

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本集團管理
層決定將位於中國山東省桓台縣的兩塊土地
開發用作出售用途之住宅物業，且有關開發
計劃已獲中國相關部門批准。該建設工程已
於 年施工。整個項目分為五期，而第一
期已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竣工，第
二期已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竣工。
第三期及第四期已於截至 年 月 日止
年度竣工。餘下一期預計將於未來年度內完
工。

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本集團收購
兩間附屬公司，即山東博大房地產開發有限
公司（「博大」）及張家界鑫業房地產開發有限
公司（「張家界」），其作出售用途之物業之建
設工程如下：

博大

位於中國山東省張店的一塊土地開發用
作出售用途之住宅物業，且有關開發計
劃已獲中國相關部門批准。該建設工
程已於 年施工。項目名稱為盛景瀾
庭，整個項目分為兩期，第一期已於截
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竣工，而餘下
一期預計將於 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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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roperties for sale (Continued)

Boda (Continued)

2. Residential properties on a parcel of land which are situated 

in Dezhou Shandong, the PRC for sale and the relevant 

development plan had been approved by relevant authority 

in the PRC. The construction work was commenced in 2008. 

The project was named Shengya Yishui Yuan and the whole 

project was completed as at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7.

3. Residential properties on a parcel of land which are situated 

in Dezhou Shandong, the PRC for sale and the relevant 

development plan had been approved by relevant authority 

in the PRC. The construction work was under projection. The 

project was named Shengjing Yuyuan-Zhongyang Gongguan 

and the whole project wa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2021.

4. Residential properties on a parcel of land which are situated 

in Dezhou Shandong, the PRC for sale and the relevant 

development plan had been approved by relevant authority 

in the PRC. The construction work was under projection. The 

project was named Hanlinyuan and the whole project wa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2022.

Zhangjiajie

Residential properties on a parcel of land which are situated in 

Zhangjiajie Hunan, the PRC for sale and the relevant development 

plan had been approved by relevant authority in the PRC. The 

construction work was commenced in 2012. The project was 

named Xiaoxiang Huafu and the whole project i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part 1 of phase 1 was completed as at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7, the part 2 of phase 1 wa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2020 and phase 2 wa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2023.

At 31 December 2017, the carrying amount of properties under 

development for sale of approximately RMB420,369,000 (2016: 

RMBnil) are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within twelve months from 

the end of reporting period.

The Group has pledged properties for sale with carrying amount 

of approximately RMB159,548,000 (2016: nil) to secure bank loans 

of the Group.

23. 作出售用途之物業（續）

博大（續）

2. 位於中國山東省德州的一塊土地開發用
作出售用途之住宅物業，且有關開發計
劃已獲中國相關部門批准。該建設工程
已於2008年施工。項目名稱為盛雅依水
苑，整個項目已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止年度竣工。

3. 位於中國山東省德州的一塊土地開發用
作出售用途之住宅物業，且有關開發計
劃已獲中國相關部門批准。該建設工程
已經施工。項目名稱為盛景御園－中央
公館，整個項目預計將於2021年完工。

4. 位於中國山東省德州的一塊土地開發用
作出售用途之住宅物業，且有關開發計
劃已獲中國相關部門批准。該建設工程
已經施工。項目名稱為翰林院，整個項
目預計將於2022年完工。

張家界

位於中國湖南省張家界的一塊土地開發用作
出售用途之住宅物業，且有關開發計劃已獲
中國相關部門批准。該建設工程已於2012年
施工。項目名稱為瀟湘華府，整個項目分為
兩期，第一期第一階段已於截至2017年12月
31日止年度竣工，而第一期第二階段及第二
期預計將分別於2020年及2023年完工。

於2017年12月31日，作出售用途之在建物業
的賬面值約人民幣420,369,000元（2016年：人
民幣零元）預期將於報告期末起計十二個月
內竣工。

本集團已抵押賬面值約人民幣159,548,000元
（2016年：零）的作出售用途之物業，以取得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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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貿易應收款項 1,628,794

減：呆賬撥備 (3,128)
 

1,625,666

原材料預付款 43,106

應收增值稅 27,381

應收股息 35,685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38,633
 

1,970,471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日內 1,095,087

日至 日 509,743

日以上 20,836
 

1,625,666
 

2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於 年 月 日達人民
幣 元之應收票據（ 年：人民
幣 元）。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貿易應收款項信貸期一般
為少於 日，應收票據一般於 日內或
日內到期。根據發票日期（亦與收益確認日
期相若），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確認之貿易應
收款項（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呈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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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Continued)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日至 日 1,150

日以上 988
 

2,138
 

2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在承接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會調查新客戶
的信譽及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和確定客
戶的信用額度。客戶的信用額度和信用評級
每年複核兩次。 （ 年： ）未逾期
亦未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擁有信譽調查的良
好信用評級。本集團視乎客戶合約金額、信
用及聲譽提供多種還款期。

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項結餘包括賬面總
值為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之賬款，於報告日為已逾期而
本集團並無就其減值虧損作出撥備。本集團
並未就此等結餘獲得任何擔保或信用增級。

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顯著變化且本集團認為該
等款項仍可收回，本集團未對上述金額計提
撥備。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款項信貸質素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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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rade and other receivables (Continued)

Movement in the allowance for doubtful debt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年初結餘 25,669

年內（撥回）╱撥備 (22,541)
 

年終結餘 3,128
 

美元 人民幣
千元 千元
US$ RMB

 

於 年 月 日
於 年 月 日

 

25. Entrusted loan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委託貸款 –
 

2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呆賬撥備變動

以上撥備為被視為不可收回的貿易應收款項
的減值。

以相關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列值
的本集團應收賬款載列如下：

25. 委託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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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ledged bank deposits/bank balances and 

Cash

美元 人民幣
千元 千元
US$ RMB

 

於 年 月 日
於 年 月 日

 

港元 人民幣
千元 千元
HK$ RMB

 

於 年 月 日
於 年 月 日

 

26. 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
現金
為應付票據、信用證及按揭貸款作抵押的
已抵押銀行存款分別為人民幣
元、人民幣 元及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人民幣

元及人民幣 元）。

已抵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按浮動利率計
息。已抵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於 年
月 日的加權平均實際利率分別為

（ 年： ）及 （ 年： ）。

以相關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列值
的本集團銀行結餘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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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 deposits 

received from pre-sale of properties

(a)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2016

RMB’000 RMB’000
    

貿易應付款項 Trade payables 1,263,298 1,086,516

預收客戶款項 Receipt in advance from customers 161,515 107,609

應付職工薪酬（附註i） Payroll payable (Note i) 249,871 173,293

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附註ii）
Payable for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Note ii) 267,703 109,072

其他應付稅項 Other tax payables 137,265 108,939

與物業開發項目有關的其他按金 Other deposits in relation to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ject 58,000 58,000

作出售用途之在建物業的應付施工 

 成本
Construction cost payables for 

properties under development for 

sale – 191,982

其他應付及應計款項（附註iii） Other payables and accruals (Note iii) 207,516 115,033
    

總計 Total 2,345,168 1,950,444
    

Notes:

(i) As at 31 December 2017, included in the payroll payable is a 

provision for social insurance fund for employees of the PRC 

subsidiaries amounting to RMB60,503,000 (2016: RMB56,869,000). 

The amount of the provision represents the Group’s entire 

obligation for social insurance fund for employees of PRC 

subsidiaries and i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relevant national 

regulations on social insurance and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basic 

counting unit multiplied by the social insurance rate. The basic 

counting unit for social insurance shall be the average wages of 

an employee in the preceding year and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he 

minimum limit promulgated by the local social insurance bureau 

each year.

(ii) The payable for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will 

be settled i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installation 

of the plant and machinery which is recorded in the addition of 

construction in progress during the year.

(iii) Included in other payables and accruals was approximately 

RMB62,961,000 due by the newly acquired subsidiary, Boda to 

independent third parties. As at the report date, approximately 

RMB19,105,000 has been settled.

27.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來自預
售物業之已收按金

(a)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附註：

(i) 於2017年12月31日，應付職工薪酬包括
一項為中國附屬公司僱員社保基金撥
備人民幣60,503,000元（2016年：人民幣
56,869,000元）。撥備金額指本集團中國附
屬公司僱員的全數社保基金責任，乃按國
家相關社保法規釐定，並按基數乘以社保
比率計算。社保基數乃僱員在前一年度平
均工資，不得少於當地社保局每年頒佈的
下限。

(ii)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應付款項將於機
器及設備安裝完成後三個月內支付，並將
於年內計入新增在建工程。

(iii) 其他應付及應計款項包括新收購附屬公
司博大應付獨立第三方款項約人民幣
62,961,000元。於報告日期，博大結清約
人民幣19,10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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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 deposits 

received from pre-sale of properties  

(Continued)

(a)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Continued)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日內 700,218

日至 日 414,142

日至 日 124,607

日至 日 9,073

年至 年 7,402

超過 年 7,856
 

1,263,298
 

美元 人民幣
千元 千元
US$ RMB

 

於 年 月 日
於 年 月 日

 

27.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來自預
售物業之已收按金（續） 

(a)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貿易應付款項包括達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之應
付票據。應付票據由本集團的已抵押銀
行存款作為抵押。

採購貨品的平均信貸期為 日。本集團
已制訂適當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
所有應付款項於信貸期限內清償。

根據發票日期，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
析呈列如下：

本集團以相關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以外
之貨幣計值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載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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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Trade and other payables & deposits 

received from pre-sale of properties  

(Continued)

(b) Deposits received from pre-sale of propertie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來自預售物業之已收按金（附註）
359,918

 

28. Borrowing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無抵押銀行貸款 1,738,000

有抵押銀行貸款 82,821
 

1,820,821
 

須於以下期限內償還的賬面值：
年內 1,076,021

多於 年但不超過 年
674,800

多於 年但不超過 年
70,000

 

1,820,821

減：列於流動負債下的 年內到期
款項 1,076,021

 

年後到期款項 744,800
 

27.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來自預
售物業之已收按金（續） 

(b) 來自預售物業之已收按金

附註：該金額為中國預售物業產生的預收客戶
款項。

28. 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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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Borrowings (Continued)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定息借貸：
年內 280,200

多於 年但不超過 年
76,800

 

357,000
 

28. 借貸（續）
於 年 月 日，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的有抵押銀行貸款
由本集團賬面總值為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的樓宇、賬面總值為
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的預付租金以及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零元）的作出售用途之物業作為
抵押。該等有抵押銀行貸款按年息 至
（ 年： 至 ）計息。

本集團定息借貸風險及合約到期日（或重新
定價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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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Borrowings (Continued)

Loan amount as at

31 December 2017 Interest rate
  

  

28. 借貸（續）
此外，本集團的浮息借貸如下：

於2017年12月31日
的貸款金額 利率
  

人民幣 元 標準貸款利率加 至
（本年度適用的

利率： 至

於 年 月 日
的貸款金額 利率
  

人民幣 元 標準貸款利率加 至
（本年度適用的

利率： 至

浮動利率根據標準貸款利率及倫敦銀行同業
拆息╱香港銀行同業拆息變動。標準貸款利
率由中國人民銀行頒佈。倘中國人民銀行頒
佈的借貸利率變動，則按標準貸款利率計息
的借貸利息將重新設定。按倫敦銀行同業拆
息計息的借貸利息將於每個季度重新設定及
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計息的借貸利息將於每
月重新設定。

利息每 至 個月重新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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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Borrowings (Continued)

2017年 年
2017

 

實際利率：
定息借貸 4.35% to 5.67%

4.35%至5.67% 至
浮息借貸 4.35% to 6.37%

4.35%至6.37% 至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於 年內屆滿 2,726,000

超過 年屆滿 265,000
 

2,991,000
 

28. 借貸（續）
實際利率（亦相等於約定利率）範圍如下：

以相關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列值
的本集團借貸載列如下：

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本集團取得
金額為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的新無抵押短期銀行貸款及
金額為人民幣 元（ 年：人民幣

元）的無抵押長期銀行貸款。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未提取借貸額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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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Deferred income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於 月 日 279,982

添置 1,120

轉撥至損益 (28,022)
 

於 月 日 253,080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即期部分 25,359

非即期部分 227,721
 

253,080
 

29. 遞延收入
遞延收入指預收政府補貼，並須符合政府訂
立的條件。

年內遞延收入的變動如下：

為報告所作的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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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Share capital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人民幣千元

Number of

shares

Share

capital

 

每股 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 年 月 日
購回及註銷股份（附註）

於 年 月 日，於 年
月 日及於 年 月 日

 

每股0.1港元的
普通股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總代價

購回日期 港元 港元 港元

Date of repurchase

No. of

ordinary

shares of

HK$0.1 each Highest Lowest

Aggregate

consideration

paid

30. 股本

附註：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本公司透過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其本身股份如下：

以上股份於購回後註銷。

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已支付總金
額 港元（相等於人民幣 元）
以購回上述股份。

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概無本公司
附屬公司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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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Share-based payments

購股權類別 授出日期 歸屬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於授出日期
的公平值

Option type Date of grant Vesting period Exercise period

Exercise

price

Fair value

at grant date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

授予董事的購股權
Options to directors

購股權 至 至 港元 港元

購股權 至 至 港元 港元

購股權 至 至 港元 港元

購股權 至 至 港元 港元

31.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及購股權
計劃（「計劃」）乃根據於 年 月 日通過
的決議案而獲採納，其首要目的為獎勵董事
及合資格僱員。根據計劃，本公司董事會可
向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
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於 年及 年 月 日，首次公開發售
前購股權計劃下的已授出及尚未行使購股權
概無涉及任何股份。

購股權的指定類別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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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Share-based payments (Continued)

購股權類別 授出日期 歸屬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於授出日期
的公平值

Option type Date of grant Vesting period Exercise period

Exercise

price

Fair value

at grant date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

授予僱員的購股權
Options to employees

購股權 至 至 港元 港元

購股權 至 至 港元 港元

購股權 至 至 港元 港元

購股權 至 至 港元 港元

於2016年1月1日
尚未行使 已沒收

於2016年12月31日
尚未行使

千股 千股 千股

購股權類別 Option type

Outstanding at

1.1.2016 Forfeited

Outstanding at

31.12.2016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年年終時可行使

加權平均行使價
港元 港元

31.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續）

下表披露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的購股
權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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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ommitment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資本承擔 Capital Commitments

有關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資本
支出，已訂約但未在綜合財務報
表內撥備

–

有關作出售用途之物業的資本支
出，但未在綜合財務報表內撥備

219,000

有關可供出售投資的資本支出，已
訂約但未在綜合財務報表內撥備

480,000

其他承擔 Other Commitments

有關作出售用途之在建物業的施工
承擔，已訂約但未在綜合財務報
表內撥備

230,618
 

929,618
 

32. 承擔
本集團尚未償還的承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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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Lease commitments

The Group as lessee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年內已付經營租賃最低租金付款：

物業 2,717

租賃土地 4,437
 

7,154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年內 7,431

第 年至第 年（包括首尾兩年） 26,004

超過 年 42,084
 

75,519
 

33. 租賃承擔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
承擔日後最低租金付款，其到期情況如下：

經營租賃付款主要指本集團就若干土地應付
的租金。租約經商討平均為期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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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a) Purchase of raw materials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非控股股東權益 3,651
 

(b) Compensation of key management personnel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短期僱員福利 42,950

退休福利 18
 

42,968
 

(c) Bank deposit placed to major shareholder and 

related interest income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於 月 日的銀行存款金額 175,004

年內利息收入 4
 

34. 關連人士交易
年內，除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者外，本集團
曾進行下列關連人士交易：

(a) 購買原材料

(b)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年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
如下：

(c) 存放於主要股東的銀行存款及相
關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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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Retirement benefits plans

36. Particulars of subsidiaries of the company

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或登記╱
營運國家 所持股份類別 已發行╱註冊繳足股本 本公司所持所有權權益比例 本公司所持投票權比例 主要業務

Name of subsidiary

Country of 

incorporation 

or registration/

operation Class of share held

Paid up issued/

registered

share capital

Proportion ownership interest  

held by the Company

Proportion of voting power  

held by the Company Principal activities

直接 間接
Directly Indirectly

2017年 年 2017年 年 2017年 年
千元 % % %

2017 2017 2017

% % %

東岳高分子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100.00 – 100.00 製造及銷售聚四氟乙烯

東岳化工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100.00 100.00 製造及銷售製冷劑

東岳鹽業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60.00 60.00 生產及銷售鹽

東營東岳精細化工有限公司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25.00 59.21 84.21 生產及銷售溴素

東岳氟硅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69.79 13.43 83.22 製造及銷售甲烷氯化物

35.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在中國的僱員乃中國各個地方政府營
運的國家退休福利計劃的成員。本集團須向
計劃供款指定百分比（按薪酬成本計算），作
為有關福利的資金。本集團的唯一責任是對
該等計劃作出指定供款。

36. 本公司附屬公司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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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或登記╱
營運國家 所持股份類別 已發行╱註冊繳足股本 本公司所持所有權權益比例 本公司所持投票權比例 主要業務

Name of subsidiary

Country of 

incorporation 

or registration/

operation Class of share held

Paid up issued/

registered

share capital

Proportion ownership interest  

held by the Company

Proportion of voting power  

held by the Company Principal activities

直接 間接
Directly Indirectly

2017年 年 2017年 年 2017年 年
千元 % % %

2017 2017 2017

% % %

香港 註冊資本 港元 100.00 – 100.00 銷售化工產品

東岳有機硅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84.00 16.00 100.00 製造及銷售有機硅材料

內蒙古東岳金峰氟化工有限公司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51.00 51.00 製造及銷售無水氟化氫

赤峰華昇礦產有限公司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80.00 80.00 製造及銷售螢石

內蒙古東岳氟材料有限公司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100.00 100.00 製造及銷售螢石

山東東岳汶河氟材料有限公司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51.00 51.00 製造及銷售硅橡膠

36. Particulars of subsidiaries of the company  

(Continued)

36. 本公司附屬公司詳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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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或登記╱
營運國家 所持股份類別 已發行╱註冊繳足股本 本公司所持所有權權益比例 本公司所持投票權比例 主要業務

Name of subsidiary

Country of 

incorporation 

or registration/

operation Class of share held

Paid up issued/

registered

share capital

Proportion ownership interest  

held by the Company

Proportion of voting power  

held by the Company Principal activities

直接 間接
Directly Indirectly

2017年 年 2017年 年 2017年 年
千元 % % %

2017 2017 2017

% % %

山東東岳聯邦置業有限公司
（附註 ）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64.00 64.00 物業開發

山東博大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附註 ）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100.00 不適用 100.00 不適用 物業開發

張家界鑫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附註 ）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100.00 100.00 物業開發

桓台東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100.00 100.00 銷售化工產品

華夏神舟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100.00 100.00 製造及銷售含氟高分子
化學品

36. Particulars of subsidiaries of the company  

(Continued)

36. 本公司附屬公司詳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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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或登記╱
營運國家 所持股份類別 已發行╱註冊繳足股本 本公司所持所有權權益比例 本公司所持投票權比例 主要業務

Name of subsidiary

Country of 

incorporation 

or registration/

operation Class of share held

Paid up issued/

registered

share capital

Proportion ownership interest  

held by the Company

Proportion of voting power  

held by the Company Principal activities

直接 間接
Directly Indirectly

2017年 年 2017年 年 2017年 年
千元 % % %

2017 2017 2017

% % %

山東東岳大眾貿易有限公司
（附註 ）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60.00 不適用 60.00 不適用 貨物及技術進出口

山東東岳大眾貿易
有限公司

國鳴投資有限公司（附註 ）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100.00 不適用 100.00 不適用 投資管理

國嗚投資有限公司

山東東岳未來氫能材料有限公司
（附註 ）

中國 註冊資本 人民幣 元 – 40.00 不適用 40.00 不適用 生產及銷售氫能材料

山東東岳未來氫能材料有限公司

36. Particulars of subsidiaries of the company  

(Continued)

36. 本公司附屬公司詳情（續）

於年終，附屬公司概無發行任何債務證券。
所有中國附屬公司均為國內企業。

附註：

山東東岳聯邦置業有限公司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增加非控股股東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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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Particulars of subsidiaries of the company  

(Continued)

36. 本公司附屬公司詳情（續） 

附註：（續）

山東東岳大眾貿易有限公司於 年 月 日成
立。

國鳴投資有限公司的股權已於 年 月 日
轉讓予本集團。

山東東岳未來氫能材料有限公司於 年 月
日成立。

山東博大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已由本集團於
年 月 日收購，成為本集團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

張家界鑫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已由本集團於
年 月 日收購，成為本集團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Notes to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

214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年報

37. Business combination

Boda

金額
人民幣千元

收購以下各項的資產淨值：
物業、機器及設備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作出售用途之物業
銀行結餘及現金
貿易應付款項
應計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稅項

所承擔負債淨額

收購之商譽

以下列方式支付代價：
現金

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收購現金及銀行結餘

37. 業務合併

博大

茲提述日期為 年 月 日的公告，本公
司完成對山東博大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博
大」）的收購。博大是一間於山東省從事房地
產開發業務的私人實體。完成收購之後，博
大自 年 月 日起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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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Business combination (Continued)

Boda (Continued)

Zhangjiajie

金額
人民幣千元

收購以下各項的資產淨值：
物業、機器及設備
無形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作出售用途之物業
遞延稅項資產
銀行結餘及現金
貿易應付款項
應計及其他應付款項
銀行借貸
應付稅項
遞延稅項負債

37. 業務合併（續）

博大（續）

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博大向本集
團收益貢獻約人民幣 元，而自收購
日期至 年 月 日止期間向本集團業績
貢獻虧損合共約人民幣 元。倘合
併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年初發生，
本集團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的收益將
約為人民幣 元，而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的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將約

為人民幣 元。

張家界

於 年 月 日，本公司完成對張家界鑫
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張家界」）的收購。
張家界是一間於湖南省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
的私人實體。完成收購之後，張家界自
年 月 日起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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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Business combination (Continued)

Zhangjiajie (Continued)

金額
人民幣千元

收購資產淨值

收購之商譽

以下列方式支付代價：
現金
於聯營公司投資之公平值

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已付現金
收購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37. 業務合併（續）

張家界（續）

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張家界向本
集團收益貢獻約人民幣 元，而自
收購日期至 年 月 日止期間向本集團
業績貢獻虧損合共約人民幣 元。倘
合併於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年初發
生，本集團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的收
益將約為人民幣 元，而截至

年 月 日止年度的溢利及全面收入總
額將約為人民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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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 u m m a r i s e d  s t a t e m e n t  o f  f i n a n c i a l 

position of the Company

2017年 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17

RMB’000
 

於附屬公司的投資 1,524,547

可供出售投資 74,589

銀行結餘及現金 85,707

其他流動資產 134,425

其他流動負債 (9,583)
 

1,809,685
 

股本 200,397

儲備（附註） 1,609,288
 

1,809,685
 

張建宏 張哲峰
Zhang Jianhong Zhang Zhefeng

董事 董事
Director Director

38. 本公司財務狀況表概況

經董事會於 年 月 日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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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 u m m a r i s e d  s t a t e m e n t  o f  f i n a n c i a l 

position of the Company (Continued)

股份溢價 購股權儲備 資本儲備 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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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

premium

Share option

reserve

Capital

reserve

Retained

earnings Total

年 月 日結餘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
總額

購股權失效
購回及註銷股份

年 月 日結餘 1,224,924 – 200,344 54,149 1,479,417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
總額 – – – 403,799 403,799

已付股息 – – – (273,928) (273,928)
     

年 月 日結餘 1,224,924 – 200,344 184,020 1,609,288
     

39. Approval of the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38. 本公司財務狀況表概況（續）

附註：

儲備變動：

39. 批准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會於 年 月 日批准及授權刊發綜
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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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財務概要
Five-Year Financial Summary

資產及負債
於12月31日

As at 31 December
 

年 年 年 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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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RMB’000

資產總額 Total Assets 12,277,964

負債總額 Total Liabilities (4,965,553)

7,312,4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Equity attributable to Owners  

 of the Company 6,709,732

非控股股東權益 Non-controlling interests 602,679

7,312,411

Assets and liabilities



五年財務概要
Five-Year Financial Summary

220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年報

財務業績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Year ended 31 December

年 年 年 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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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RMB’000

收益 Revenue 10,137,137

銷售成本 (7,072,865)

毛利 Gross profit 3,064,272

其他收入 225,467

分銷及銷售開支 (313,959)

行政開支 (656,333)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
–

無形資產減值 (17,485)

撇銷資產 –

研究及開發開支 (94,609)

融資成本 (112,89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7,310

除稅前溢利 Profit before tax 2,141,773

所得稅開支 (459,974)

本年度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Profit and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1,681,799

下列各方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
 （開支）總額：

Profit and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expense) attributable to:

本公司擁有人 1,601,397

非控股股東權益 80,402

1,681,799

Financi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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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Corporate Information

註冊辦事處

中國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
山東省
淄博市
東岳氟硅材料產業園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號
資本中心
樓 室

網址

董事

執行董事

張建宏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傅軍先生
劉傳奇先生
張哲峰先生（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
張必書先生
張建先生

Registered office

Head office and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in the PRC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in Hong Kong

Website address

Directors

Executive directors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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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Company secretar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Audit committee

(Chairman)

Remuner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Nomin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ttee

(Chairman)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丁良輝先生
楊曉勇先生
岳潤棟先生

公司秘書
鍾德麗女士

授權代表
傅軍先生
鍾德麗女士

審核委員會
丁良輝先生（主席）
楊曉勇先生
岳潤棟先生

薪酬委員會
楊曉勇先生（主席）
丁良輝先生
張建宏先生

提名委員會
張建宏先生（主席）
丁良輝先生
楊曉勇先生

企業管治委員會
張建宏先生（主席）
劉傳奇先生
張必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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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Chairman)

Principal share registrar and transfer office

Hong Kong branch share registrar and transfer 

office

Principal bankers

風險管理委員會
丁良輝先生（主席）
楊曉勇先生
岳潤棟先生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 號
合和中心 樓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桓台支行
中國山東省
淄博市桓台縣
建設路 號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桓台支行
中國山東省
淄博市桓台縣
張北路 號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桓台支行
中國山東省
淄博市桓台縣
興桓路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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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or relations consultant

Auditors

External legal advisor

Stock code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桓台支行
中國山東省
淄博市桓台縣
索鎮
中心大街 號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分行
中國山東省
淄博市高新區
柳泉路 號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分行
中國山東省
淄博市高新區
柳泉路 號

投資者關係顧問
佳信通策略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
德輔道中 號
無限極廣場 樓

核數師
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外部法律顧問
諾頓羅氏富布萊特香港
貝克 麥堅時律師行，香港

股份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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