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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收益由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798.6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586.2百萬元或73.4%至

2017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384.8百萬元。報告期內收益增加主要由於產品的平均售價

上漲及鍍鋅鋼材產品的銷售增加。

• 2017年上半年的加工鋼材產品銷量較2016年上半年的286,641噸減少25,856噸或9.0%

至260,785噸。2017年上半年的鍍鋅鋼材產品銷量較2016年上半年的1,742噸增加

61,132噸或35倍至62,874噸。因此，2017年上半年加工鋼材及鍍鋅鋼材產品的銷量

合共為323,659噸，與2016年上半年的288,383噸相比，增加35,276噸或12.2%。

• 於2017年上半年，毛利減少至約人民幣109.4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125.9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16.5百萬元或13.1%。

• 2017年上半年的毛利率較2016年上半年的約15.8%減少約7.9個百分點至約7.9%。

• 於2017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增至約人民幣54.5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

約人民幣50.3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4.2百萬元或8.3%。

• 2017年上半年的每股基本盈利減少至約人民幣9.08分，而2016年上半年則約為人民

幣9.79分。

•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3.5港仙（2016年：4.8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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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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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焊接鋼管及鍍鋅鋼材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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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及鍍鋅鋼材產

品的加工、橫切、縱切、倉儲及配送服務。

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收益為人民幣1,384.8百萬元及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54.5百萬

元，分別較2016年上半年增加73.4%及8.3%。

於2017年1月4日，本集團在公開拍賣中成功收購位於中國廣東省新會經濟開發區臨港工業區

地盤面積約47,486平方米的工業用地地塊的土地使用權，總代價為約人民幣21.4百萬元。競投

價已於2017年上半年由本集團悉數支付，而有關工業用地地塊將指定作金屬產品行業的特定

用途。

於2016年12月28日，本集團與江門市新會區展程製衣有限公司（「賣方」，為本公司主要股東、

執行董事及主席許先生全資實益擁有）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可能收購位

於中國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睦洲鎮南安村民委員會仍字圍，佔地面積約24,881平方米的地塊之

土地使用權及按本集團要求在該地塊上興建之廠房及附屬建築物。於2017年6月26日，本集

團與賣方訂立諒解備忘錄補充函，以延長諒解備忘錄的獨家期間至2017年10月31日。該地塊

毗鄰本集團現有生產設施及按本集團要求現正興建的廠房及附屬建築物（建築面積約8,125平

方米（可予變更）），將為本集團日後進一步發展的理想位置。

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並產生建築成本約人民幣18.9百萬元及作出

總額約人民幣32.3百萬元作為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主要包括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月24

日之公告所載設備供貨合同提及的酸軋聯合機組設備）而支付的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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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預期其產品的需求將持續增長，故有需要繼續增加產能。本公司董事認為，透過收購土

地使用權、物業、廠房及設備來擴充產能，符合本集團的業務發展策略及計劃。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產生的收益主要來自加工鋼鐵產品及鍍鋅鋼材產品銷售。於2017年上半年，我們的總

收益由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798.6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586.2百萬元或73.4%至2017年上半

年約人民幣1,384.8百萬元。

於2017年上半年，加工鋼鐵產品的銷量由2016年上半年的286,641噸減少25,856噸或9.0%至

260,785噸。於2017年上半年，鍍鋅鋼材產品的銷量由2016年上半年的1,742噸增加61,132噸

或35倍至62,874噸，因為生產鍍鋅鋼材產品的生產線於2016年上半年全面投入營運。因此，

2017年上半年加工鋼材及鍍鋅鋼材產品的銷量合共為323,659噸，與2016年上半年的288,383

噸相比，增加35,276噸或12.2%。

收益增加乃主要由於產品的平均售價上漲及增加鍍鋅鋼材產品的銷售。鋼材產品（包括熱軋鋼

及冷軋鋼）自2016年2月起呈現升勢。於2017年上半年，加工鋼鐵產品的平均售價增加至每噸

人民幣4,018元，而2016年上半年則為每噸人民幣2,673元。於2017年上半年，鍍鋅鋼材產品

平均售價增加至每噸人民幣4,229元，而2016年上半年則為每噸人民幣3,084元。

中國市場的國內銷售貢獻總收益超過97%，餘下部分源於向東南亞客戶的銷售。

其他收益主要源於鋼材產品貿易、向回收商銷售廢鋼（於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殘餘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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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有關其他收益佔我們

總收益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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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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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加工鋼材產品 1,047,841 75.7 766,156 95.9

— 加工鋼條及鋼板 959,588 69.3 676,527 84.7
— 焊接鋼管 88,253 6.4 89,629 11.2

銷售鍍鋅鋼材產品 265,887 19.2 5,371 0.7

其他 71,051 5.1 27,040 3.4
     

1,384,779 100.0 798,567 100.0
     

銷售成本

於2017年上半年，我們的銷售成本增加至約人民幣1,275.4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672.6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602.8百萬元或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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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直接材料 1,115,230 87.4 561,032 83.4

水電 58,806 4.6 47,374 7.0

消耗品 32,554 2.6 24,875 3.7

折舊開支 23,383 1.8 11,834 1.8

直接勞工 38,141 3.0 23,570 3.5

其他 7,266 0.6 3,942 0.6
     

1,275,380 100.0 672,6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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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直接材料指原材料成本，主要為熱軋鋼卷。於2017年上半年，直接材料佔我們銷售成本超過

87%。該增幅乃主要由於回顧期內直接材料的現行市價上漲及總銷量上升。

水電主要涉及我們生產過程中所耗用的電、水和天然氣。於2017年上半年，水電開支增加至

約人民幣58.8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47.4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1.4百萬元或

24.1%。該增幅乃主要由於鍍鋅鋼材產品生產增加所致。

消耗品包括我們生產過程中所耗用的機械零件及物資。於2017年上半年，消耗品亦增加至約

人民幣32.6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4.9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7.7百萬元或30.9%。

該增幅乃主要由於鍍鋅鋼材產品生產增加所致。

於2017年上半年，折舊開支增加至約人民幣23.4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1.8百萬

元增加約人民幣11.6百萬元或98.3%。該增幅乃主要由於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包括就生產

鍍鋅鋼材產品（於2016年中開始營運及生產）而添置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2017年上半年，直接勞工增加至約人民幣38.1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3.6百萬

元增加約人民幣14.5百萬元或61.4%。直接勞工增加乃主要由於鍍鋅鋼材產品的新生產線所需

工人數目增加及我們中國附屬公司作出的社會保險基金及住房公積金供款增加。

其他成本主要包括其他稅項及附加費、維修及保養和其他雜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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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毛利

鑒於鋼材價格波動部分導致業內競爭加劇，本集團於2017年上半年將其加工鋼材產品的加工

費（即售價及原材料（熱軋鋼卷）成本的差額）由2016年上半年的平均每噸約人民幣734元減至

每噸約人民幣613元，以維持其市場份額及業務量。由於加工費減少及銷售成本增加，本集團

收益增長約人民幣586.2百萬元，較銷售成本約602.8百萬元增長為低。故此，本集團於2017

年上半年錄得毛利約人民幣109.4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125.9百萬元減少人民

幣16.5百萬元或13.1%，並錄得毛利率7.9%，較相應期間的15.8%減少約7.9個百分點。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於2017年上半年，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增加至約人民幣6.5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

幣4.4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1百萬元或47.7%。該增幅乃主要由於回顧期內於損益確認的政府

向高新技術企業授出之津貼增加。

銷售開支

於2017年上半年，我們的銷售開支增加至約人民幣20.7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15.9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4.8百萬元或30.2%。回顧期內的銷售開支增加乃主要歸因於薪金、送

貨成本及其他銷售相關開支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於2017年上半年，我們的行政開支減少至約人民幣18.6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23.2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4.6百萬元或19.8%。該減幅乃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及其他行政開支減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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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本集團於2017年上半年訂立若干商品期貨合約以對沖與原材料價格波動有關的風險。與商品

期貨合約有關的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約人民幣5.8百萬元於回顧期內於損益確認。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包括2017年上半年按年利率4.35%至8.39%（2016年上半年：4.35%至8.39%）計算的

借款利息開支。2017年上半年的財務成本增加至約人民幣20.4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約人

民幣13.8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6.6百萬元或47.8%。該增幅乃主要由於回顧期內的借款水平增

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

於2017年上半年，所得稅開支減少至約人民幣8.5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1.5百萬

元減少約人民幣13.0百萬元或60.5%。該減幅乃主要歸因於我們於中國的兩家主要附屬公司的

適用企業所得稅率由25%減至15%。於2017年2月，我們兩家主要中國附屬公司在中國獲確認

為高新技術企業，並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三年期間內享有優惠企業所得

稅率15%。

期內溢利

於2017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增至約人民幣54.5百萬元，較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50.3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4.2百萬元或8.3%。

純利率由2016年上半年約6.3%減少約2.4個百分點至2017年上半年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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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由2016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19.3百萬元減少

約人民幣34.4百萬元或28.8%至約人民幣84.9百萬元。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受限制銀

行存款由2016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67.6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7.2百萬元或10.7%至約人民幣

74.8百萬元。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及資產淨值分別為約人民幣94.7百萬元（2016年

12月31日：人民幣230.6百萬元）及約人民幣579.6百萬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537.3百

萬元）。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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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而

2016年12月31日為137.1%。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借款總額為約人民幣849.9百萬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

634.1百萬元）及權益總額為約人民幣579.6百萬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537.3百萬元）。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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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約1.47倍（2016年

12月31日：1.18倍）。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總額度為約人民幣934.0百萬元（2016年12月31日：人

民幣687.2百萬元），其中約人民幣849.9百萬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634.1百萬元）已用

作貿易融資及機械融資。本集團認為其已並將擁有充裕的未動用銀行貸款，可應付其業務營

運、資本開支及業務拓展。

外匯風險

由於我們中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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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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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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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金融工具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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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並產生建築成本約人民幣18.9百萬元及產生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約人民幣0.3百萬元。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

團並無其他重大收購或出售。

資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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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產抵押

有關資產抵押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7。

或有負債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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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之抵押

品。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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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

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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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僱員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香港及新加坡合共有1,245名（2016年12月31日：1,260

名）全職僱員。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為約人民幣54.1百萬

元（2016年上半年：人民幣39.4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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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2016年12月31日以來的變動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自2016年12月31日起，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概無其他重大變動及本公司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內「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下所披露的資料亦無其他重

大變動。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根據本集團與江門市新會區展程製衣有限公司（「賣方A」）（許先生控制的一個實體）訂立的日期

為2016年12月28日的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及日期為2017年6月26日的諒解備忘錄補

充函，本集團要求於該地塊上興建的總樓面面積約為8,125平方米（可予變動）的廠房及附屬建

築物（毗鄰本集團現有生產設施）現正施工。本集團將委任一名獨立物業估值師評估該地塊土

地使用權以及廠房及附屬建築物的公允價值。於本報告日期，並無簽訂任何正式買賣協議。倘

本集團與賣方A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正式協議，根據上市規則，預期可能收購將構成本公司

一項須予公佈交易及關連交易。就此而言，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下申報、披露及╱或股東批

准規定。董事會相信，可能收購（倘落實）將由本集團之內部資源及╱或借貸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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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目前擬透過購買生產機械及設備提升現有生產設施的處理量。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17

年1月24日及2017年5月17日的公佈所披露，本集團與北京京誠之星科技開發有限公司（「賣

方B」）（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訂立三份設備供應合同，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購買

及安裝酸軋聯合機組設備、連續熱鍍鋅機組及單機架六輥可逆軋機，總合同價格約為人民幣

182.8百萬元（包括17%增值稅）。賣方B為生產金屬冶煉設備、鋼軋設備、酸洗設備及其他機

械的中國其中一家領先製造商。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支付合共約人民幣32.3百萬元

作為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三份設備供應合同下的款項將由本集團之內部資源及╱或

借貸撥付。於本報告日期，董事竭盡全力與賣方B磋商可能購買及安裝另一套全年加工量為

600,000噸的酸洗機組的條款。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前景

作為中國廣東省的領先冷軋鋼加工企業，本集團於提供度身訂造加工鋼材產品的加工、橫切、

縱切、儲存及配送服務，以及透過根據客戶的規格定制提供冷軋鋼條、板和焊接鋼管及鍍鋅鋼

材產品而與客戶建立長遠關係方面享有競爭優勢。我們擴展至生產及銷售鍍鋅鋼材產品將增加

我們的產品組合。

本集團目前擬透過購買其他生產機械及設備提升處理量及擴大現有生產設施的生產範圍，其中

包括酸軋聯合機組設備、連續熱鍍鋅機組及單機架六輥可逆軋機。憑藉本集團於業內按客戶規

格提供定制加工鋼材產品的優勢，董事會相信擴充生產設施及提升處理量將能使提高本集團滿

足客戶需求的能力並形成規模經濟，為股東帶來更佳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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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7年6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0.01港

元的普通股（「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益及淡

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記錄在本公司須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許松慶先生（「許先生」） 與另一人士共同持有的權益

（附註1）；受控制法團權益

（附註2）

450,000,000 75.00%

羅燦文先生（「羅先生」） 與另一人士共同持有的權益

（附註1）；受控制法團權益

（附註2）

450,000,000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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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續）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續）

附註：

1. 於2016年1月4日，許先生與羅先生訂立一項一致行動協議，據此（其中包括），許先生及羅先生承認
及確認，彼等作為本集團最終股東於期內及直至該日期均為一致行動方，並將於其後繼續一致行動。

因此，於全球發售完成後，我們的最終控股股東通過 Intrend Ventures、中誠及海逸（定義見下文）合
共控制本公司股本中的75.0%權益。因此，我們各最終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控股公司被視為於本公
司75.0%股本權益中擁有權益。

2. Intrend Ventures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許先生合法及實益全資擁有。Intrend Ventures擁有海逸的已發
行股本87.0%，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被視為於海逸所持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海逸由羅先生全資
擁有的投資控股公司中誠合法實益擁有12.0%。

3. 持股百分比乃按本公司於2017年6月30日的已發行股本600,000,000股股份的基準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7年6月30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的聯繫人概無於

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必須列入該條例所指之登記冊內之

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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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

於2017年6月30日，就董事所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所

記錄，下列人士或公司（除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Intrend Ventures Limited

（「Intrend Ventures」）

與另一人士共同持有的權益

（附註1）；受控制法團權益

（附註2）

450,000,000 75.00%

中誠有限公司（「中誠」） 與另一人士共同持有的權益

（附註1）；受控制法團權益

（附註2）

450,000,000 75.00%

海逸有限公司（「海逸」） 實益擁有人 450,000,000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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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續）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續）

附註：

1. 於2016年1月4日，許先生與羅先生訂立一項一致行動協議，據此（其中包括），許先生及羅先生承認
及確認，彼等作為本集團最終股東於期內及直至該日期均為一致行動方，並將於其後繼續一致行動。

因此，於全球發售完成後，我們的最終控股股東通過 Intrend Ventures、中誠及海逸合共控制本公司
股本中的75.0%權益。因此，我們各最終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控股公司被視為於本公司75.0%股本
權益中擁有權益。

2. Intrend Ventures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許先生合法及實益全資擁有。Intrend Ventures擁有海逸的已發
行股本87.0%，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被視為於海逸所持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海逸由羅先生全資
擁有的投資控股公司中誠合法實益擁有12.0%。

3. 持股百分比乃按本公司於2017年6月30日的已發行股本600,000,000股股份的基準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7年6月30日，未有任何人士或公司（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

知會本公司，其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

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本公司須予置存的登記冊的

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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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的股份於2016年4月15日在聯交所上市。

根據發售價每股股份2.38港元及實際產生的上市開支計算，本公司自全球發售收取的所得款項

淨額為約330.7百萬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276.8百萬元），於2017年6月30日的未動用所得款

項淨額結餘3.6百萬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3.0百萬元）存在本集團的銀行賬戶。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根據實際所得款項淨額按比例調整）大致上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4

月5日的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的用途運用。下表載列所得款項淨額

的計劃用途及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的實際用途：

所得款項用途 計劃用途

佔所得款項

總淨額百分比

截至2017年

6月30日止

的實際用途

截至2017年

6月30日止

的實際用途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人民幣百萬元）

償還來自中國商業銀行的營運

資金貸款 150.0 45.4 150.0 126.1

購買生產機械及設備 71.0 21.5 71.0 59.6

為向許先生收購兩塊工業用地

及其上所建的經營建築提供

資金 48.6 14.7 48.6 40.5

為建造及營運四號車間提供資

金 27.3 8.2 27.3 22.7

升級我們的ERP系統 4.1 1.2 0.5 0.4

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

公司用途 29.7 9.0 29.7 24.5
     

總計 330.7 100.0 327.1 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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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2016年3月23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待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後

採納購股權計劃。自2016年3月23日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來及直至2017年6月30日，本公司尚

未授出任何購股權。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向於2017年9月12日（星期二）營業時間結束時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宣派中期股息每股3.5港仙（2016年：每股4.8港仙）。中期

股息預期2017年9月18日（星期一）從股份溢價賬分派。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34(2)條，公司可運用股份溢價賬向股東支付股息，但除非於緊隨建議

派付分派或股息日期後，公司能夠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償還其到期債項，否則不得從股份溢價賬

向股東支付分派或股息。董事會確認，就以股份溢價賬支付中期股息而言，本公司於緊隨建議

分派中期股息日期後，能夠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償還其到期債項。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2017年9月8日（星期五）至2017年9月12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股份的轉讓。如欲獲發於2017年9月18日（星期一）支付

的中期股息，所有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最遲於2017年9月7日（星期四）下午四時

正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

懋交易廣場2期33樓3301–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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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

何股份。

購買股份或債券安排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令本

公司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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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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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4.1條而言，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期間獲委任及膺選連任。本公

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期間獲委任，惟須根據組織章程細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輪

席退任及由股東膺選連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充分措施以確保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常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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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董事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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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得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於本報告日期所知，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

本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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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聯同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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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並公平呈列了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財務狀況及

業績。

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資料變動

於本公司2016年年報後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須予披露的董事及行政總裁其他資料變動

列載如下：

— 許松慶先生於2016年12月15日獲委任為江門市津源金屬制品有限公司（「津源」）法定代

表及執行董事。

— 羅燦文先生於2017年4月25日辭任Huajin (Singapore) Pte. Ltd.董事，並於2017年5月12

日（即附屬公司註冊成立當日）獲委任為一間新附屬公司江門市海潤再生資源回收有限公

司（「海潤」）之監事。

— 陳春牛先生於2016年12月15日獲委任為津源監事，並於2017年5月12日獲委任為海潤

法定代表及執行董事。

— 李智豪先生辭任本集團財務總監，本公司於2017年7月10日收到其辭職信。黃澤強先生

獲委任為本集團財務總監，自2017年7月10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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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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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華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松慶

香港，2017年8月24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許松慶先生（主席）、羅燦文先生（行政總裁）、陳春牛先生

及Xu Songman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慈飛先生、譚旭生先生及胡志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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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致華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審閱第25至第46頁所載的華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2017年6月30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

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及若干解釋附註。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中期財務資料報告須按照其相關條文以及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本公司董

事負責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吾等之責任在於根據受聘之

協定條款審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就此達成結論，並僅向 閣下全體匯報，而不作任何其他用

途。吾等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承擔或負上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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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審閱範圍

吾等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

資料」進行審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審閱包括詢問（主要對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務之人士），以

及採納分析及其他審閱程序。審閱之範圍遠小於根據香港審核準則進行之審核，故吾等無法確

保吾等已知悉可通過審核辨別之所有重要事項。因此，吾等並不表達審核意見。

結論

基於吾等之審閱，吾等並無注意到任何事宜可引起吾等相信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

方面並非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1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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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384,779 798,567

銷售成本 (1,275,380) (672,627)
    

毛利 109,399 125,940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6,490 4,353

銷售開支 (20,668) (15,862)

行政開支 (18,586) (23,157)

上市開支 – (6,113)
    

除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財務成本淨額及稅項前溢利 76,635 85,161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5,841 –

財務收入 4 911 447

財務成本 4 (20,389) (13,777)
    

財務成本，淨額 4 (19,478) (13,330)
    

除稅前溢利 62,998 71,831

所得稅開支 5 (8,492) (21,54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 54,506 50,29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換算海外業務

產生的匯兌差額 172 1,4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4,678 51,71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7
— 基本（人民幣分） 9.08 9.79
— 攤薄（人民幣分） 不適用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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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6月30日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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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15,536 428,230

預付租賃付款 84,025 63,22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43,266 10,976

收購預付租賃款項支付的按金 18(a) 6,000 6,000

遞延稅項資產 4,455 –
    

553,282 508,433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付款 1,817 1,450

存貨 269,502 195,215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710,260 461,672

應收貸款 11 26,038 –

衍生金融工具 12 3,773 –

可收回稅項 16,610 6,866

受限制銀行存款 74,807 67,570

銀行結餘及現金 84,894 119,328
    

1,187,701 85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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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79,908 156,765

應付稅項 1,933 49

借款 — 到期日於一年內 14 811,150 464,675
    

1,092,991 621,489
    

流動資產淨值 94,710 230,61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47,992 73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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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6月30日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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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期日於一年以上 14 38,732 169,403

遞延收入 29,700 31,350

遞延稅項負債 – 1,000
    

68,432 201,753
    

資產淨值 579,560 537,29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4,999 4,999

儲備 564,961 528,29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69,960 533,292

非控股權益 9,600 4,000
    

權益總值 579,560 53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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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賬 法定儲備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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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i)

於2016年1月1日（經審核） – – 18,787 58,696 (5,910) 151,900 223,473 – 223,473

期內溢利 – – – – – 50,291 50,291 – 50,29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1,427 – 1,427 – 1,42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427 50,291 51,718 – 51,718

已付股息 – – – – – (52,470) (52,470) – (52,470)

發行新股份（附註15） 1,230 297,482 – – – – 298,712 – 298,712

發行新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11,090) – – – – (11,090) – (11,090)

透過資本化股份溢價賬發行股份 3,769 (3,769) – – – – – – –          

於2016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4,999 282,623 18,787 58,696 (4,483) 149,721 510,343 – 510,343
          

於2017年1月1日（經審核） 4,999 282,623 29,287 58,696 561 157,126 533,292 4,000 537,292

期內溢利 – – – – – 54,506 54,506 – 54,50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172 – 172 – 17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72 54,506 54,678 – 54,678

向附屬公司注資 – – – – – – – 5,600 5,600

已付股息 – – – – – (18,010) (18,010) – (18,010)          

於2017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4,999 282,623 29,287 58,696 733 193,622 569,960 9,600 57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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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i) 數字指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附屬公司的法定儲備。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本集團在中

國的附屬公司須向不可分派儲備資金轉移其除稅後純利至少10%（根據中國會計法規釐定），直至儲
備結餘達至其註冊資本50%。該等儲備轉移必須在向擁有人分派股息前作出。該等儲備資金可用於
抵銷過往年度的虧損（如有），除於清盤時外，為不可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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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13,406) (194,265)
   

投資活動
存放受限制銀行存款 (73,137) (41,911)

收購及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51,199) (131,142)

應收貸款增加 (26,038) –

土地使用權付款 (22,075) (14,500)

購買衍生金融工具 (3,773) –

提取受限制銀行存款 65,900 41,54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5,382 –

關聯方還款 – 122,411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911 44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04,029) (23,151)
   

融資活動
籌得借款 820,063 486,122

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注資 5,600 –

償還借款 (604,263) (445,972)

已付股息 (18,010) (52,470)

發行股份開支 – (11,090)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 298,712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 (20,389) (13,77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83,001 261,52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34,434) 44,109

於1月1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9,328 96,190
   

於6月30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呈列為銀行結餘及現金 84,894 14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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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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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公司股份自2016年4月15日起於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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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允價值計量（如適用）除

外。

除下文所述外，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

方法與編製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工具初步按於衍生工具合約訂立當日的公允價值確認，其後於各報告期末以其公允

價值重新計量。所得收益或虧損即時於損益表確認，除非有關衍生工具被指定為及具對

沖作用之工具，在該情況下，則視乎對沖關係性質以決定於損益表確認的時間。

本集團亦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若干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

及╱或披露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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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以有關本集團組成部份之內部報告基準識別，而有關內部報告乃由首席營運決

策者（「首席營運決策者」）許松慶先生（「許先生」）及羅燦文先生（「羅先生」）定期審閱，以

便將資源分配至分部及評估彼等表現。截至2017年及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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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鋼材及鍍鋅

鋼材產品的加工及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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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亦位於中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加工鋼產品銷售

— 加工鋼條及鋼板 959,588 676,527
— 焊接鋼管 88,253 89,629

鍍鋅鋼材產品銷售 265,887 5,371

其他 71,051 27,040
   

1,384,779 798,567
   

本集團收益主要產生自位於中國及東南亞的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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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1,344,743 751,491

東南亞 40,036 47,076
   

1,384,779 79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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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3.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概無來自本集團任何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收益總額的10%

以上（截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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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911 447

借款的利息開支（扣除於合資格資產成本中資

本化的人民幣1,000,000元（截至2016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100,000元） (20,389) (13,777)
   

財務成本，淨額 (19,478) (13,330)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資本化的借款成本產生自一般借款，透過於合資格資產開

支應用資本化利率每年5.7%（截至2016年6月止六個月：6.2%）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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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180 –

 —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8,090 19,540

 — 中國預扣所得稅 2,000 2,000
   

10,270 21,54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677 –

遞延稅項抵免 (5,455) –
   

期內所得稅開支 8,492 21,540
   

截至2017年及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基於在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溢利的25%的法定稅率計算，乃依

據中國相關企業所得稅法、實施規則及通知釐定，惟下文所載除外。

兩間於中國成立的主要附屬公司獲認可為符合高新技術企業條件的企業，並取得高新技

術企業證書，於2016年至2018年連續三個曆年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15%的優惠稅率。

就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的任何溢利向華滙控股有限公司（「華滙」）派發股息一般

須徵收10%的中國預扣所得稅。當華滙合資格成為香港稅務居民，根據中國稅法，華滙

則可享有中國預扣所得稅5%的寬減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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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6. 期內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達致：

董事薪酬

 — 袍金 265 140

 — 其他酬金、薪金、花紅及其他福利 375 382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6 7
   

656 529

其他員工薪金、福利及津貼 49,044 32,36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4,417 6,481
   

僱員福利開支總額 54,117 39,376
   

預付租賃付款攤銷 909 558

物業、廠戶及設備折舊 25,919 17,2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03 –

匯兌收益，淨額 (1,56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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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計算乃基於以下數據：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有關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期內溢利 54,506 50,291
   

股份數目：

有關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600,000 513,462

加：來自超額配股權的攤薄潛在普通股的影響

（千股） 不適用 3,511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千股） 不適用 516,973
   

計算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已

作出調整，以反映附註15(iii)所述於2016年1月1日進行資本化發行449,999,900股普通

股的影響。

概無呈列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由於本集團於該期間並無潛

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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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8.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已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宣派及分派末期股息每股3.4港仙予本

公司擁有人。於本中期期間宣派及分派的末期股息總額為20,4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

幣18,010,000元）。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股息的總金額達人民幣52,470,000元乃由本公司董事宣派

及批准，並已於2016年4月15日公司於聯交所上市前支付予本公司當時股東。

本公司董事已議決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3.5港仙，合共為

21,000,000港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4.8港仙）。

9.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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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9,000元（未

經審核）（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8,604,000元（未經審核））。

10.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7年6月30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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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730 193,009

應收票據 185,736 138,958

向供應商的預付款項 217,944 120,386

增值稅可收回款項 18,453 604

其他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397 8,715
   

710,260 46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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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0.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為呆壞賬撥備（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未

經審核）），且於各報告期末並無確認呆壞賬結餘（2016年12月31日：無）。

對於具有良好信貸質量及付款記錄的長期客戶而言，本集團授出的信貸期不多於120天。

對於其他客戶而言，本集團要求於交付貨物時全數結清。

於各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6月30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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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15 114,553

31至60天 49,095 58,383

61至90天 22,393 10,006

91至120天 10,954 1,995

121至180天 404 4,037

181至365天 2,962 4,035

1年以上 2,907 –
   

277,730 19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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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0.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票據：

30天以內 39,108 17,750

31至60天 6,738 28,187

61至90天 10,350 26,341

91至120天 48,580 23,930

121至180天 74,148 38,790

181至365天 6,812 3,960
   

185,736 138,958
   

於2017年6月30日，為數人民幣175,594,000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109,948,000元）

款項計入本集團應收票據，即轉讓予若干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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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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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將因轉讓而收到之現金確認作來自以全部資源保理貿易應收款項的

銀行借款（附註14）。金融資產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按攤銷成本列賬。

2017年6月30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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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594 109,948

相關負債的賬面值 (175,594) (109,9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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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1. 應收貸款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定息應收貸款 26,038 –
   

於2017年6月30日，該款項為應收獨立第三方，為無抵押、須於報告期結束起十二個月

內償還及按固定年利率12%計息（2016年12月31日：無）。

12. 衍生金融工具

於2017年6月30日，衍生金融工具指名義總金額約人民幣3,700,000元、交割月份為

2017年10月的尚未平倉熱軋卷板期貨合約，其於期貨交易所公開買賣。衍生金融工具

的公允價值變動淨額及已實現收益淨額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內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項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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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3.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開支

2017年6月30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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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69 21,393

應付票據 75,395 13,750

自客戶的預收款項 133,657 73,195

應計員工成本 14,824 7,610

應付工程款 14,077 20,394

應付運輸費用 1,519 1,616

其他應付稅項 1,708 33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959 18,470
   

279,908 156,765
   

於各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6月30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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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2 8,789

31至60天 1,227 3,944

61至90天 3,243 1,435

91至120天 2,752 825

121至180天 1,167 1,377

181至365天 4,858 2,892

1年以上 1,880 2,131
   

24,769 2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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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3.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開支（續）

2017年6月30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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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內 51,460 –

31至60天 23,935 –

61至90天 – –

91至120天 – –

121至180天 – 13,750
   

75,395 13,750
   

14. 借款

2017年6月30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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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抵押其他借款 46,967 –

有抵押銀行借款 627,321 524,130

保理具全面追索權應收票據的銀行借款 

（附註10） 175,594 109,948
   

849,882 634,078
   

賬面值按如下期限償還：

— 一年以內 811,150 464,675
—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38,732 169,403

   

849,882 634,078

減：流動負債中列示的於一年內到期的款項 (811,150) (464,675)
   

非流動負債中列示的款項 38,732 16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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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5.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2015年3月13日（註冊成立日期）及2015年

12月31日（附註 i） 38,000,000 380
於2016年3月23日增加（附註 ii） 7,962,000,000 79,620

   

於2016年12月31日及2017年6月30日 8,000,000,000 80,000
   

已發行：
於2016年1月1日 100 –
發行股份（附註 iii） 599,999,900 6,000

   

於2016年12月31日（經審核）及 
2017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600,000,000 6,000

   

2017年6月30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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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i) 本公司於2015年3月13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公司，法定資本380,000港元分為
38,000,000股每股0.01港元之股份。於其註冊成立日期，本公司1股0.01港元股份獲配發及發
行予初始認購人，並進一步轉讓予海逸有限公司（「海逸」）。同日，額外99股每股0.01港元股
份獲配發予海逸。於2015年12月31日，100股本公司股份獲發行予海逸。

(ii)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2016年3月23日通過的決議案，透過增加額外7,962,000,000股每股0.01港
元的普通股，本公司法定股本由380,000港元增加至80,000,000港元。

(iii) 於2016年4月15日，根據本公司股份首次公開發售，本公司按每股2.38港元（相等於人民幣1.99
元）發行合共150,000,000股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同日，透過自本公司股份溢價賬資本化
4,499,999港元（相等於人民幣3,769,000元），本公司配發及發行449,999,900股每股0.01港元
入賬列為繳足的普通股予股東。

(iv)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所有已發行股份於各方面與當
時現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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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6. 資本承擔

2017年6月30日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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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於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已訂約但尚未撥備的資本開支 173,226 3,50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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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3,023 401,585

預付租賃付款 64,173 64,677

貿易應收款項 4,093 4,093

受限制銀行存款 74,807 67,570
   

486,096 537,925
   

18. 關聯方披露

(a) 關聯方結餘

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收購預付租賃款項支付的按金包括本集

團就收購位於中國廣東省江門的一幅工業土地及樓宇向許先生控制的實體江門市

新會區展程製衣有限公司支付的按金。於本報告日期，概無簽立正式買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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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8. 關聯方披露（續）

(b) 關聯方交易

(i)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與關聯方（由許先生控制）有以下交易：

關聯方 交易性質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Hua Jin Holdings  

Pte. Ltd. 租賃開支 150 –
    

(ii)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總代價人民幣45,000,000元（「代

價」）向許先生收購若干位於中國廣東省江門的土地及其上蓋樓宇（「土地及

物業」）。代價乃經參考獨立專業估值師漢華評值有限公司編製的土地及物

業市值釐定。

(c)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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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袍金 265 140

薪金、花紅及其他福利 1,250 1,01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1 40
   

1,546 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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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9.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

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允價值計量。下表載列有關如何釐定該等金融資

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尤其是所使用的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以及公允價值計量按

照公允價值計量的輸入數據的可觀察程度及輸入數據對整體公允價值計量的重要性進行

分類的公允價值層級（1、2或3級）的資料，現列載如下：

• 第1級公允價值計量指以在活躍市場就相同資產或負債取得之報價（未經調整）所

進行之計量；及

• 第2級公允價值計量指以第1級報價以外之資產或負債之可觀察輸入數據，無論是

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按價格推算）所進行之計量；及

• 第3級公允價值計量指透過運用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不

可觀察輸入數據）之估值技術所進行之計量。

於以下日期的公允價值

公允價值

層級

估值技術及

主要輸入數據

金融資產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衍生金融工具： 在活躍市場 

之報價— 熱軋卷板期貨合約 4,361 – 第1級
     

除按公允價值計量或經常計量之上述金融資產外，本公司董事認為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按攤銷成本確認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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