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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UAJI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華 津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38）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

華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特此公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業績連同2021年同期的比較數據。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
經審核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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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3 1,991,881 2,240,723
銷售成本 (1,997,266) (2,109,297)

  

（毛損）毛利 (5,385) 131,426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414 3,440
銷售開支 (9,167) (17,317)
行政開支 (30,545) (21,374)

  

除投資虧損、財務成本淨額及稅項前 
（虧損）溢利 (44,683) 96,175
投資虧損 (713) (381)
財務收入 4 1,522 465
財務成本 4 (37,465) (26,556)

  

財務成本淨額 4 (35,943) (26,091)
  

除稅前（虧損）溢利 (81,339) 69,703
所得稅抵免（開支） 5 22,401 (14,87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及 
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6 (58,938) 54,8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之每股 
（虧損）盈利 7

— 基本（人民幣分） (9.82) 9.14
  

— 攤薄（人民幣分） (9.82)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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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22年6月30日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 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071,432 1,001,892
使用權資產 9 147,207 149,51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29,364 61,670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權
投資 2,275 2,275
遞延稅項資產 24,948 3,881

  

1,275,226 1,219,232
  

流動資產
存貨 163,017 156,903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 
款項 10 1,211,423 870,81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1 – 20
可收回稅項 1,780 1,431
受限制銀行存款 167,609 133,659
銀行結餘及現金 60,306 22,547

  

1,604,135 1,185,37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 
款項以及應計開支 12 425,478 330,680
合約負債 364,251 215,650
應付稅項 – 370
應付關聯方款項 13 5,410 21,200
借款 — 一年內到期 14 1,146,773 845,960
租賃負債 670 1,124

  

1,942,582 1,414,984
  

流動負債淨額 (338,447) (229,61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36,779 98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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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 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借款 — 一年後到期 14 391,032 383,670
租賃負債 2,444 2,708
遞延收入 13,200 14,850
遞延稅項負債 77 1,411

  

406,753 402,639
  

資產淨值 530,026 586,9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4,999 4,999
儲備 525,027 581,984

  

權益總值 530,026 58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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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華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為公眾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上市。其直接最終控股公司為海逸有限公司，該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並由許松慶先生（「許先生」）最終控制。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於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鑑於本集團於2022年6月30日之流動負債超
過其流動資產人民幣338,447,000元及於同日有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撥備之資本承擔人民幣98,086,000元，其中人民幣75,415,000元將於2022年6月30日
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支付，本公司董事已對本集團之未來流動資金作出審
慎 考 慮。截 至2022年6月30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產 生 現 金 流 入 淨 額 人 民 幣
37,762,000元及經營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246,732,000元。

本公司董事認為，經計及來自多間銀行可供滿足本集團營運需求的銀行信貸（基
於該等信貸過往的續期歷史）及經營活動估計將產生的營運資金，本集團將能夠
繼續於至少未來十二個月持續經營。於 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關銀行借款（不
包括與保理應收票據有關者）及應付票據的銀行融資總額為約人民幣 1,465,360,000
元，其 中 約 人 民 幣1,101,116,000元 已 獲 動 用，及 尚 未 動 用 銀 行 融 資 為 人 民 幣
364,244,000元。此外，根據本公司董事的最佳估計，所有目前已動用的融資信貸
將會於到期時續期。

許先生亦同意提供必要的財務支持，使本集團能夠償還其自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批准之日起十二個月期間內到期的財務負債。

基於上述因素，於批准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合理預期本集團擁有
足夠資源於可見將來繼續營運。因此，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彼等繼續採
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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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以公平值計量（如適用）的金
融工具除外。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於2022年1月1日
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之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提述概念框架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於2021年6月30日後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
關租金寬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2020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
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列的披露資料產生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以有關本集團組成部分之內部報告基準識別，而有關內部報告乃由執
行董事許先生及羅燦文先生，即首席營運決策者（「首席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
以便將資源分配至分部及評估其表現。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首
席營運決策者整體評估經營表現及分配本集團資源，乃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冷
軋鋼材產品及鍍鋅鋼材產品的生產及銷售。因此，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僅有一個
經營分部。本集團主要於中國經營，且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亦位於中國。

按貨品類型分拆的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冷軋鋼材產品銷售
— 鋼條及鋼板 1,302,960 1,569,980
— 焊接鋼管 114,511 97,416
鍍鋅鋼材產品銷售 463,653 361,033
熱軋鋼材產品及其他銷售 110,757 212,294  

1,991,881 2,24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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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全部收益均於某一時間點確認。所有產品均在一年內交付。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 15號所准許，分配給該等未履行合約的交易價未予披露。

本集團收益產生自位於中國（包括香港）及東南亞的客戶。本集團按客戶地理位
置劃分、基於交付貨品的目的地（不論貨品來源地）釐定的收益詳情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中國（包括香港） 1,974,402 2,234,902
東南亞 17,479 5,821  

1,991,881 2,240,723
  

概無來自本集團任何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收益總額
的10%以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未經審核））。

4. 財務收入及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財務成本
— 借款利息支出，扣除合資格資產成本中資本化的金

額人民幣4,301,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 4,170,000元） (37,378) (26,474)

— 租賃負債的利息支出 (87) (82)  

(37,465) (26,556)  

財務收入
—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522 465  

財務成本，淨額 (35,943) (26,091)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資本化的借款成本乃產生自一般借款組合，並透過
對合資格資產開支應用資本化率每年7.09%（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7.11%）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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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開支：
—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11,814
中國預扣所得稅 – 2,65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遞延稅項（抵免）開支 (22,401) 413  

期內所得稅（抵免）開支 (22,401) 14,877
  

6. 期內（虧損）溢利及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及全面（開支）收益總額乃經扣除（計入）
以下各項達致：
董事薪酬
— 袍金 215 292
— 其他酬金、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624 659
—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722 253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8 46  

1,609 1,250

員工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49,060 37,705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不包括董事之付款） 1,218 22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之供款） 6,399 3,863  

僱員福利開支總額 58,286 43,03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4,638 30,949
減：作為已製造存貨成本撥充資本的金額 (39,434) (28,663)  

5,204 2,286  

使用權資產折舊 2,341 2,285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990,713 2,109,297
存貨撇減 6,55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0) (479)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1,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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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虧損）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58,938) 54,826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00,000,000 600,000,000
購股權的攤薄潛在普通股影響（附註）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00,000,000 600,000,000
  

附註： 計算各中期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購股權，原因
為於兩個中期期間該等購股權之經調整行使價高於股份平均市價。

8. 股息

於2021年1月21日，董 事 會 議 決 宣 派 特 別 中 期 股 息 每 股 普 通 股9.8港 仙，總 額 為
58,8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49,022,000元）。

自報告期末以來概無建議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9.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並產生建築成本人民幣115,955,000
元（未經審核）（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03,215,000元（未經審核））。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出售總賬面值為人民幣54,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2,999,000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收取所得款項人民幣64,000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478,000元），產生出售收益人民幣 10,000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79,000元）。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訂立一份新的租賃協議，租期為三年。於
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人民幣 821,000元。於本中期期
間，概無訂立任何新租賃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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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值評估

金額合共為人民幣1,199,509,000元的若干長期資產與本集團加工鋼材產品及鍍鋅
鋼材產品的銷售業務有關，包括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租賃土地
除外）及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已識別長期資產」）。由於本中期期
間有關新冠疫情的當前經濟環境變動，本集團正面臨負面情況（主要包括期內收
益下降及虧損），其顯示已識別長期資產可能減值。本集團對該等資產進行減值
測試及決定並無於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在損益就已識別長期資產確認減
值虧損（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於報告期末，金額合共為人民幣37,432,000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
資產被視為閒置（「閒置資產」），此被本集團管理層視為該等資產可能出現減值的
跡象。管理層已對閒置資產的可收回金額進行減值評估。閒置資產的可收回金
額乃根據公平值等級第三級項下使用公平值減出售成本之計算方法作個別估計。
公平值減出售成本之計算方法乃基於經調整可用市場資料，其中關鍵輸入參數
包括市場可比較資產的調整因素及陳舊率。於2022年6月30日，就物業、廠房及設
備於損益中確認減值虧損人民幣1,724,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10.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客戶合約的貿易應收款項 70,538 130,368
減：信貸虧損撥備 (1,116) (671)

  

69,422 129,697

應收票據 160,898 141,920
預付供應商款項 931,148 566,322
可收回增值稅 28,012 12,987
其他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943 19,888

  

1,211,423 870,814
  

對於具有良好信貸質素及付款記錄的長期客戶而言，本集團可授出最長90天（2021
年：90天）的信貸期。對於其他客戶而言，本集團要求於交付貨物時全款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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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期末分別基於發票日期及票據簽收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
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30天以內 55,020 111,508
31至60天 3,255 9,016
61至90天 7,690 2,023
91至120天 1,804 4,363
121至180天 15 2,471
181至365天 1,555 211
1年以上 83 105

  

69,422 129,697
  

應收票據：
30天以內 17,390 20,825
31至60天 20,303 23,523
61至90天 12,846 29,624
91至120天 18,330 17,332
121至180天 86,671 45,724
181至365天 5,358 4,892

  

160,898 141,920
  

於2022年6月30日，為數人民幣158,062,000元（未經審核）（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
128,596,000元（經審核））的款項計入本集團應收票據，即轉讓予若干銀行及供應商
之隨附全面追索權之貼現應收票據。倘發行應收票據之銀行於到期時拖欠支付，
銀行及供應商擁有追索權可要求本集團支付未償還結餘。由於本集團並無轉讓
與該等應收票據有關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其繼續確認應收票據之全部賬面值，
以及來自保理具全面追索權之應收票據的銀行借款（附註14）及貿易應付款項的
相應金額。該等應收票據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按攤銷成本列賬。所有應收
票據均於一年內到期。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轉讓資產的賬面值 158,062 128,596
相關銀行借款的賬面值 (142,929) (67,670)
相關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面值 (15,133) (60,9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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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附屬公司之間因鋼鐵加工服務而訂立的若干交易以銀行
票據結付。於 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發行且由本公司一間附屬公
司 持 有 的 應 收 票 據 人 民 幣105,100,000元（未 經 審 核）（2021年12月31日：人 民 幣
35,000,000元）已轉讓至若干銀行，該票據所附全面追索權與上述安排類似。該等
應收票據在綜合入賬時全額對銷。本集團已將因轉讓應收票據而收到之現金確
認為來自保理具全面追索權之貿易應收款項的銀行借款。

1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強制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

信託基金內的非上市投資（附註1） – 20
衍生金融工具（附註 2） – –

  

– 20
  

附註：

1. 有關款項指本集團透過中國一間金融機構於信託基金作出的投資。信託基
金投資於一系列債務工具產品（通常為公司貸款）。信託基金投資可自由贖回
及結餘於2021年12月31日分類為流動資產。

由於該等資產的合約現金流並非純粹支付本金及利息，故強制分類為按公
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 於2022年6月30日及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未結清的熱軋卷板期貨合約。
截至2022年及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簽立的熱軋卷板期貨合約於各報
告期末前悉數結清。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衍生金融工具
產生之收益或虧損於損益內確認並呈列為「投資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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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開支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附註 a） 224,008 141,520
應付票據（附註 b） 70,067 80,740
應計員工成本 18,357 11,569
應付建設費用 86,607 58,842
應付運輸費用 1,336 3,111
未領取的股息 – 575
其他應付稅項 8,119 12,84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6,984 21,480

  

425,478 330,680
  

附註：

(a) 該等款項包括涉及本集團向有關供應商背書票據的貿易應付款項人民幣
15,133,000元（未經審核）（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 60,926,000元（經審核））。有關
詳情載於附註10。

(b) 該等款項涉及本集團向有關供應商開具票據而於年末尚未到期的款項。本
集團繼續確認該等貿易應付款項，蓋因有關銀行僅於票據到期日方須作出
付款，條件與供應商所協定者相同且並無進一步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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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不包括附註12(a)所述涉及本集團向
有關供應商背書票據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30天以內 53,032 18,387
31至60天 12,199 21,631
61至90天 95,952 5,347
91至120天 14,226 13,920
121至180天 3,332 4,297
181至365天 25,912 13,890
1年以上 4,222 3,122

  

208,875 80,594
  

於各報告期末應付票據的到期日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票據：
30天以內 20,000 20,000
31至60天 20,000 20,000
121至180天 29,067 40,740
181至365天 1,000 –

  

70,067 80,740
  

13. 應付關聯方款項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許先生 5,310 21,100
陳春牛先生 100 100

  

5,410 21,200
  

該款項為非貿易性質、免息、無抵押及須於各自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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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借款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定息借款：
有抵押銀行借款 1,023,303 856,500
來自保理具全面追索權之應收票據的銀行借款 
（附註10） 248,029 102,670
無抵押銀行借款 – 50,000
於中國成立的實體及獨立於本集團的個人的有抵押
借款 172,090 141,930

於中國成立且獨立於本集團的實體的無抵押借款 64,383 78,530
  

1,507,805 1,229,630

可變利率借款：
有抵押銀行借款 30,000 –

  

1,537,805 1,229,630
  

上述銀行借款的賬面值須按貸款協議所載計劃還款日
期償還，詳情如下：
— 一年內 974,675 683,930
—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102,899 156,210
—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213,598 129,950
— 超過五年 10,160 39,080

  

1,301,332 1,009,170

減：流動負債項下所示一年內到期的金額 (974,675) (683,930)
  

非流動負債項下所示金額 326,657 325,240
  

上述其他借款的賬面值須按貸款協議所載計劃還款日
期償還，詳情如下：
— 一年內 172,098 162,030
—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64,340 50,921
—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35 7,509

  

236,473 220,460

減：流動負債項下所示一年內到期的金額 (172,098) (162,030)
  

非流動負債項下所示金額 64,375 58,430
  

本集團借款的有抵押部分以本集團的若干資產作抵押，詳見附註 18。本集團的若
干借款亦由本公司的若干董事作個人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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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及2022年6月30日 8,000,000,000 80,000

  

已發行：
於2021年1月1日（經審核）、2021年12月31日（經審核）及

202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600,000,000 6,000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呈列 4,999 4,999
  

16.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根據於2021年6月2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董事會提出根據本公司於2016年3月
23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向若干董事及其他合資格承授人授出購股權。

下表披露有關該計劃的變動：

購股權數目

於2022年1月1日尚未行使 25,272,720
期內已授出 –

 

於2022年6月30日尚未行使 25,272,720
 

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2021年6月2日之前的收市價為2.70港元。

於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授出的10,109,088份、7,581,816份及7,581,816份購股
權 的 歸 屬 期 分 別 為 2021年6月2日 至 2022年6月2日、2021年6月2日 至 2023年6月2日
及2021年6月2日至2024年6月2日。

使用二項式模型於授出日期釐定之購股權公平值為11,59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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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購股權公平值時所採用的假設如下：

2021年6月2日

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 2.75港元
行使價 2.75港元
預計年期 介乎4至6年
預計波幅 介乎22.70%至24.29%
預計股息率 2.00%
無風險利率 介乎0.44%至0.83%

購股權的公平值乃使用二項式模型估計。計算購股權公平值所用的變數及假設
乃基於估值師的最佳估計。變數及假設的變動或會引致購股權的公平值出現變動。

於各中期期末，本集團重新評估其對預期最終將予歸屬的購股權數目的估計。
修訂有關估計的影響（如有）於損益內確認，並對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儲備作出
相應調整。

17. 資本承擔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訂約但尚未於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內計提撥備的資本開支 98,086 69,061

  

18. 資產抵押

若干本集團借款乃由本集團資產抵押，其於各報告期末的賬面值載列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2,016 –
物業、廠房及設備 804,433 760,361
使用權資產 114,701 88,699
受限制銀行存款 167,609 133,659

  

1,098,759 98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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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聯方披露

(a) 關聯方結餘

與關聯方的未償還結餘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附註13。

(b) 關聯方交易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與關聯方訂立以下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關聯方 交易性質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Hua Jin Holdings Pte. Ltd  
（「Hua Jin Holdings」）（附註 i）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2 6

東方溢進有限公司（附註 ii）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10 –  

附註：

(i) Hua Jin Holdings由許先生擁有 100%。本集團就使用位於Tradehub 21, 8 Boon 
Lay Way, 609964 in District 22, Singapore的 辦 公 室 物 業 及 傢 俱 而 與Hua Jin 
Holdings訂立租賃協議。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償還租賃負債人民幣
140,000元（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46,000元）。於 2022年6月
30日，相應的租賃負債賬面值為人民幣25,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
163,000元）。

(ii) 本集團就使用位於香港新界西貢的員工宿舍而與東方溢進有限公司（由
許先生全資擁有）訂立租賃協議，租期直至2022年。於本中期期間，本集
團已償還租賃負債人民幣264,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於2022年6月30日，相應的租賃負債賬面值為人民幣236,000元（2021年12月
31日：人民幣 490,000元）。



– 19 –

(c) 關聯方提供的擔保

如附註 14所載，於 2022年6月30日及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若干借款乃由
本公司若干董事提供的擔保作抵押。

(d)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於報告期間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薪酬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董事袍金 215 292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2,404 2,38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47 134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1,940 474

  

4,706 3,289
  

20. 比較數字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若干數字已予重列，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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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華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為一家
投資控股公司，而本集團為一家位於中國廣東省的領先冷軋鋼加工企業。
本集團主要從事將熱軋鋼卷加工成按客戶規格定制的冷軋鋼條、鋼板
及焊接鋼管以及鍍鋅鋼材產品，所涵蓋行業包括輕工五金、家用電器、
傢俱、摩托車╱自行車配件、LED和照明。本集團提供定制冷軋鋼材產品
及鍍鋅鋼材產品的加工、橫切、縱切、倉儲及配送服務。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產生收益約人民幣 1,991.9百萬元，較 2021年上
半年約人民幣 2,240.7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248.8百萬元或 11.1%。於2022年上
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人民幣 58.9百萬元，而 2021年同期則
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 54.8百萬元。本集團於 2022年上半年
的淨虧損主要由於 (i)本集團產品的收益及銷量受市場低迷的不利影響
而減少；(ii)受供應商熱軋鋼卷價格波動影響，本集團加工鋼材產品及
鍍鋅鋼材產品的平均加工費（即售價與原材料成本的差額）下降；(iii)單
位銷售成本增加；(iv)存貨撇減；(v)財務成本增加；及 (vi)部分被遞延稅
項抵免所抵銷。

於2022年上半年，加工鋼材產品及鍍鋅鋼材產品的銷售量合共為 358,200
噸，較2021年上半年 383,230噸減少 25,030噸或6.5%。於2022年上半年，本
集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產生建築成本約人民幣 116.0百萬元。

於2022年6月30日的淨流動負債狀況約人民幣338.4百萬元（2021年12月31日：
人民幣 229.6百萬元）乃主要由於取得短期借款，以撥付物業、廠房及設
備及土地使用權的非流動資本開支。董事認為，倘概無任何意外情況及
考慮到 (i)本集團的內部資源；及 (ii)本集團現時可動用的融資額度及擬
於現有融資額度到期後重續，本集團將擁有充足營運資金以應付其流
動負債或預期的業務擴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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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6月30日，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約人民幣98.1百萬
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69.1百萬元），將由本集團的內部資源及借款
撥付。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產生的收益主要來自加工鋼材產品及鍍鋅鋼材產品的銷售。
2022年上半年的收益為約人民幣 1,991.9百萬元，較 2021年上半年約人民
幣2,240.7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248.8百萬元或 11.1%。

加 工 鋼 材 產 品 的 銷 量 較 2021年 上 半 年 320,197噸 減 少 47,179噸 或14.7%至
2022年上半年 273,018噸。鍍鋅鋼材產品的銷量較2021年上半年63,033噸
增 加 22,149噸 或 35.1%至2022年 上 半 年 85,182噸。因 此，2022年 上 半 年，加
工鋼材產品及鍍鋅鋼材產品的銷量合共為358,200噸，較 2021年上半年
383,230噸減少25,030噸或6.5%。

收益下降主要由於我們加工鋼材產品及鍍鋅鋼材產品的銷量減少所致。
我們加工鋼材產品的平均售價由2021年上半年每噸人民幣5,207元下跌
至2022年上半年每噸人民幣5,192元。我們鍍鋅鋼材產品的平均售價由
2021年上半年每噸人民幣5,728元下跌至2022年上半年每噸人民幣5,443元。
概括而言，我們加工鋼材產品及鍍鋅鋼材產品的平均售價由2021年上半
年的每噸人民幣5,293元輕微下跌至2022年上半年的每噸人民幣5,252元。

中國市場的國內銷售貢獻收益超過99%，餘下部份源於向我們東南亞客
戶作出的銷售。

其他收益主要源於向回收商銷售於我們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鋼殘餘物
及向委聘我們加工彼等提供的熱軋鋼卷的客戶提供加工服務。於2022年
上半年，有關其他收益佔收益約5.6%（2021年上半年：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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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報告期間我們的收益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銷售冷軋鋼材產品 1,417,471 71.1 1,667,396 74.4
— 鋼條及鋼板 1,302,960 65.4 1,569,980 70.1
— 焊接鋼管 114,511 5.7 97,416 4.3

銷售鍍鋅鋼材產品 463,653 23.3 361,033 16.1
銷售熱軋鋼材產品 
及其他

110,757 5.6 212,294 9.5

    

1,991,881 100.0 2,240,723 100.0
    

銷售成本

於2022年上半年，銷售成本減少至約人民幣 1,997.3百萬元，較 2021年上
半年約人民幣2,109.3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112.0百萬元或 5.3%。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我們的銷售成本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直接材料 1,802,088 90.2 1,965,316 93.2
水電 76,486 3.8 54,623 2.6
直接勞工 41,294 2.1 29,787 1.4
折舊開支 39,434 2.0 28,663 1.4
消耗品 33,631 1.7 28,439 1.3
其他 4,333 0.2 2,469 0.1

    

1,997,266 100.0 2,109,297 100.0
    

直接材料指原材料成本，主要為熱軋鋼卷。於 2022年上半年，直接材料
佔銷售成本逾90.2%（2021年上半年：93.2%）。直接材料減少乃主要由於
加工鋼材產品及鍍鋅鋼材產品的銷量減少所致。於 2022年上半年，管理
層於釐定存貨可變現淨值後撇減金額約人民幣 6.5百萬元的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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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主要涉及我們生產過程中所耗用的電、水和天然氣。於2022年上半年，
水電開支增加至約人民幣 76.5百萬元，較 2021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54.6百
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1.9百萬元或40.1%。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回顧報告期
間內古井生產廠房消耗的電力及天然氣增加所致。

於2022年上半年，直接勞工增加至約人民幣 41.3百萬元，較 2021年上半年
約人民幣29.8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11.5百萬元或38.6%。直接勞工增加主
要由於回顧報告期間內為古井生產廠房增聘勞工所致。

於2022年上半年，折舊開支增加至約人民幣 39.4百萬元，較 2021年上半年
約人民幣28.7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10.7百萬元或37.3%。該增加乃主要由
於回顧報告期間內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增加所致。

消耗品包括生產過程中所耗用的機械零件及物資。於 2022年上半年，消
耗品增加至約人民幣 33.6百萬元，較 2021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28.4百萬元
增加約人民幣5.2百萬元或18.3%。

其他成本主要包括其他稅項及附加費開支。

毛損

由於本集團加工鋼材產品及鍍鋅鋼材產品的銷量減少及平均加工費（即
售價與原材料（亦即熱軋鋼卷）成本的差額）下降、單位銷售成本增加以
及撇減存貨，本集團於 2022年上半年產生毛損約人民幣 5.4百萬元，而
2021年上半年則錄得毛利約人民幣131.4百萬元。

於2022年上半年，毛損率為約0.3%，而2021年上半年則為毛利率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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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於2022年上半年，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減少至約人民幣0.4百萬元，
較2021年上半年約人民幣3.4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3.0百萬元或 88.2%。

銷售開支

於2022年上半年，銷售開支減少至約人民幣9.2百萬元，較2021年上半年
約人民幣 17.3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8.1百萬元或 46.8%。銷售開支減少乃
主要歸因於回顧報告期間內運送成本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於2022年上半年，行政開支增加至約人民幣 30.5百萬元，較 2021年上半年
約人民幣 21.4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9.1百萬元或 42.5%。行政開支增加主
要歸因於回顧報告期間內薪金、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及業
務相關開支增加所致。

投資虧損

於2022年上半年，投資虧損為約人民幣0.7百萬元，而2021年上半年則為
投資虧損約人民幣 0.3百萬元。於回顧報告期間內的有關投資虧損主要
由於有關商品期貨合約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已變現虧損淨額所致。

財務成本

於2022年上半年，財務成本增加至約人民幣 37.5百萬元，較 2021年上半年
約人民幣26.6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10.9百萬元或41.0%。該增加乃主要歸
因於回顧報告期間內借款水平上升所致。

所得稅（抵免）開支

於2022年上半年，所得稅抵免為約人民幣 22.4百萬元，而 2021年上半年錄
得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14.9百萬元。於2022年上半年概無計提所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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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

於2022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約人民幣58.9百萬元，而2021
年上半年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 54.8百萬元。

於2022年上半年，淨虧損率為約3.0%，而2021年上半年則為純利率2.4%。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由 202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22.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37.8百萬元或 168.0%至約人民幣 60.3百萬元。於
2022年6月30日，本 集 團 的 受 限 制 銀 行 存 款 由 2021年12月31日 約 人 民 幣
133.7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33.9百萬元或 25.4%至約人民幣 167.6百萬元。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及資產淨值分別為約人民幣
338.4百萬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 229.6百萬元）及約人民幣 530.0百萬
元（2021年12月31日：人 民 幣587.0百 萬 元）。於 2022年6月30日，按 本 集 團
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的流動比率為82.6%，而2021年12月31日為
83.8%。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借款總額約為人民幣1,537.8百萬元（2021年
12月31日：人民幣1,229.6百萬元）及權益總額約為人民幣530.0百萬元（2021
年12月31日：人民幣 587.0百萬元）。於 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按借款總額
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2.9倍（2021年12月31日：2.09倍）。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關銀行借款（不包括與保理應收票據有關者）
及應付票據的銀行融資總額為約人民幣 1,465.3百萬元（2021年12月31日：
人民幣 1,327.3百萬元），其中約人民幣 1,101.1百萬元（2021年12月31日：人
民幣972.6百萬元）已獲動用，及尚未動用銀行融資為約人民幣364.2百萬
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354.7百萬元）。本集團認為其擁有並將會擁
有充裕的未動用銀行融資，可應付其業務營運、資本開支及業務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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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若干借款以本集團的若干資產作抵押，亦分
別由許松慶先生及羅燦文先生提供的個人擔保作抵押。許先生亦同意
提供必要的財務支持，使本集團能夠履行其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批准
日期起計十二個月期間內到期的財務承擔。

外匯風險

由於我們中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而我們部分收
益源自向海外客戶的銷售，且該等客戶以美元（「美元」）結算，我們面臨
美元兌人民幣波動的風險。此外，我們面臨來自若干銀行結餘的外匯風
險，該等結餘以美元、港元及新加坡元計值。本集團現時並無任何外匯
對沖政策，但我們的管理層密切監察面臨的外匯風險，如有需要則考慮
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金融工具

於回顧報告期間內，除商品期貨合約外，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作對沖用
途的金融工具。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概無重大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收購
或出售。

借款

有關本集團於2022年6月30日之借款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4。

資本架構

有關股本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5。

資本承擔

有關資本承擔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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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有關資產抵押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8。

或有負債

於回顧報告期間內，本公司向銀行作出擔保，作為授予本公司於中國若
干附屬公司之融資安排之抵押品。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向任何
第三方提供任何擔保及並無或有負債（2021年12月31日：無）。

僱員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香港及新加坡合共有1,195名（2021
年12月31日：1,155名）全職僱員（包括董事）。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員
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約為人民幣58.3百萬元（2021年上半年：人民
幣43.0百萬元）。本集團按僱員之工作表現、經驗及當時市場慣例酬報其
僱員。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以根據個人表現鼓勵並獎賞合資格僱員
（包括董事）對本集團業績及業務發展作出的貢獻。於2021年6月2日向若
干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產生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約人民幣1.9百
萬元（2021年上半年：人民幣0.5百萬元），於2022年上半年計入上述員工
成本。

未來展望

本集團的冷軋及鍍鋅鋼材加工服務業務將繼續為主營業務，為本集團
提供穩定收入來源。憑藉本集團廣泛及多元化的客戶基礎，管理層亦將
考慮透過投資可提升本集團收入多樣性及股東價值的新商機，拓展及
擴充本集團業務的可能性。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截至 2021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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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實現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標準。本公司深明完善有效的企業
管治常規對公司平穩、有效及具透明度的營運極為重要，且能吸引投資
者、保障股東和各業務相關者的權益，以及增加股東所持股份的價值。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守則條文為其企業管治守則。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
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

就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4.1條而言，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年期
委任，並須膺選連任。所有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年期委任。
然而，全體董事須根據組織章程細則於股東大會輪席退任及由股東膺
選連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
規不遜於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條文。

董事將繼續竭盡所能促使本公司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購入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除於 2021年6月2日授予董事之本公司購股權的權益外，於截至 2022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概無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或相聯法團，成為任何安排的訂約方，促使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
員（包括彼等各自的配偶及 18歲以下的子女）透過收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的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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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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
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內所有適用時間已遵守標準守則。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得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於本公告日期所知，截至2022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維持上市規則規定之指定
公眾持股量。

審閱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聯同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已審閱本集
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有
關審閱及與管理層的討論，審核委員會確信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是按適用的會計準則編製，並公平呈列了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財務狀況及業績。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就股東、客戶及供應商的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本人亦感謝期內各位董事所作出之寶貴貢獻，以及本集團同寅全情投
入及至誠服務。

代表董事會
華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松慶

香港，2022年8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許松慶先生（主席）、許健鴻先生 
（副主席）、羅燦文先生（行政總裁）及Xu Songman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慈飛先生、區啓源先生及譚旭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