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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ker Chemical Group Limited
彩客化學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86）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約為人民幣 500.3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
期增加約人民幣 27.2百萬元或 5.8%。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人民幣 158.6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
期增加約人民幣 3.2百萬元或 2.0%。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約為人民幣 75.1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
增加約人民幣 10.1百萬元或 15.5%。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人民幣 0.15元，較二零
一五年同期減少人民幣 0.02元或下降 11.8%。

董事會不建議就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業績

彩客化學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們」）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
同二零一五年同期的可比較數據。該業績乃基於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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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披露要求編製的未經審核合併財
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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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00,299 473,078
銷售成本  (341,685) (317,640)
  

毛利  158,614 155,438

其他收入及收益  8,920 7,14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8,943) (15,208)
行政開支  (40,826) (47,749)
其他開支  (1,872) (840)
財務成本 4 (4,990) (4,813)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6,119) 1,533
  

除稅前溢利 5 94,784 95,502
所得稅開支 6 (19,684) (30,533)
  

本期間溢利  75,100 64,969
  

其他全面收益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外國業務之匯兌差額  8,812 669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83,912 65,638
  

應佔本期間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75,100 64,969
  

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83,912 65,638
  

母公司普通權益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7 0.15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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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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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68,495 504,54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2,816 64,718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600 –
遞延稅項資產  22,039 24,42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 18,300 –
其他非流動資產  6 14
  

非流動資產總值  672,256 593,697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05,299 77,872
貿易應收款項 11 184,195 163,184
應收票據  74,441 71,08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0,301 44,209
預付所得稅  6,934 13,805
受限制資金  300,517 300,5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6,873 192,873
  

流動資產總值  918,560 863,53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172,524 193,09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5,117 96,378
計息銀行借款 13 389,130 317,320
  

流動負債總額  656,771 606,792
  

淨流動資產  261,789 256,7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34,045 850,444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6,364 6,806
遞延稅項負債  1,681 1,550
  

非流動負債總額  8,045 8,356
  

資產淨值  926,000 842,088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30,649 30,649
儲備  895,351 811,439
  

權益總額  926,000 84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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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  94,784 95,502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財務成本 4 4,990 4,813

利息收入  (4,885) (7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8 152 116

折舊  17,597 17,66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018 1,715

其他非流動資產攤銷  9 24

遞延收入攤銷  (572) (484)

收回之前期間已悉數計提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 11 – (3,443)

存貨減值 10 2,069 1,391
  

  116,162 117,221

存貨（增加）╱減少  (28,709) 6,677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增加  (29,387) (47,15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18,070) (17,103)

貿易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1,535 (8,86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減少  6,831 25,684

受限現金增加  (1) –
  

經營產生的現金  48,361 76,460

已收利息  63 73

已付利息  (5,053) (4,319)

已付所得稅  (10,295) (51,743)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33,076 2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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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112,850) (48,161)

預付土地租賃之款項  – (32,835)

購買其他無形資產  (11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所得款項  6 685

向合營公司注資  (600) –

購買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8,300) –

政府補助所得款項  130 1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31,731) (80,301)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來自關聯方的資金 18 – 17,337

給予關聯方的資金 18 – (65,808)

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106,810 110,000

償還銀行貸款  (35,000) (59,00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71,810 2,5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26,845) (57,30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2,873 95,471

匯率變動的淨影響  845 (311)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 166,873 3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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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位於 P.O. Box 472, 2nd Floor, Harbour 

Place, 103 Sou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06,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以下活動：

• 顏料中間體的生產和銷售

• 染料中間體的生產和銷售

• 一硝基甲苯（包括對硝基甲苯（「PNT」）、鄰硝基甲苯（「ONT」）以及間硝基甲苯（「MNT」））、鄰甲苯胺
（「OT」）及其他的生產和銷售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以及母公司為Cavalli Enterprises Inc.，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的公司及為
由戈弋先生控股的公司。

2. 編制基準以及集團會計政策的變更

2.1. 編制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載的所有資訊和披露，且須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一同閱覽。

2.2.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準則、詮釋及修訂

編制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
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之修訂：合營安排：收購權益列賬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之修訂： 可接受折舊及攤銷方法之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之修訂： 單體財務報表所用之權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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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 中期財務報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之修訂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
賬的例外情況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並無對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抑或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任何其他會計準則、詮釋或修訂。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分部收入及溢利在如下表格中列示：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一硝基甲苯、  企業與其他
   鄰甲苯胺  未分配開支
 顏料中間體 染料中間體 及其他 總額 及合併抵消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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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96,529 241,075 162,695 500,299 – 500,299

來自分部間的收入 83,259 161,390 39,738 284,387 (284,387) –
      

合計收入 179,788 402,465 202,433 784,686 (284,387) 500,299
      

分部業績
除稅前溢利 28,929 65,008 22,763 116,700 (21,916) 94,78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一硝基甲苯、  企業與其他
   鄰甲苯胺  未分配開支
 顏料中間體 染料中間體 及其他 總額 及合併抵消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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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103,870 319,214 49,994 473,078 – 473,078 

來自分部間的收入 22,343 79,771 8,888 111,002 (111,002) –
      

合計收入 126,213 398,985 58,882 584,080 (111,002) 473,078
      

分部業績
分部溢利 27,388 98,155 (9,598) 115,945 (20,443) 9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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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分部資產及負債在如下表格中列示：

   一硝基甲苯、  企業與其他
   鄰甲苯胺  未分配開支
 顏料中間體 染料中間體 及其他 總額 及合併抵消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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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517,677 1,109,669 127,636 1,754,982 (164,166) 1,590,816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經審核） 426,194 1,048,927 78,881 1,554,002 (96,766) 1,457,236
      

分部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39,444 619,861 119,621 1,178,926 (514,110) 664,816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經審核） 364,977 590,715 91,517 1,047,209 (432,061) 615,148
      

企業及抵消

部分上市費用及研發費用乃集團管理沒有分配到單獨的分部。在經營分部資料的披露中，這些都包含在企業及
抵消項目內。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溢利對賬
分部溢利 116,700 115,945

 內部交易抵消 47 (586)

 企業與其他未分配開支 (21,963) (19,857)
  

除稅前溢利 94,784 9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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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大陸 333,337  254,864 

印度 55,655  67,485 

德國 23,624  30,083 

美國 22,784  28,811 

台灣 14,895  14,107 

印度尼西亞 14,139  25,324 

意大利 12,836  11,526 

西班牙 6,877  13,188 

日本 6,007  8,366 

巴西 5,350 9,867

土耳其 2,119  2,350 

韓國 1,176  1,473 

其他國家 1,500 5,634
  

 500,299 473,078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位置編製。

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絕大部分位於中國大陸。

4.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的利息 8,746 3,822

其他財務成本 1,406 4,753

減：資本化利息開支 (5,162) (3,762)
  

 4,990 4,813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借款費用資本化金額的加權平均利率為 5.03%（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0.08%）。



10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以下各項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17,597 17,660

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2,069 1,391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攤銷 2,018 1,715

核數師薪酬 1,473 1,328

收回已計提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 – (3,4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152 116
  

6. 所得稅費用

本集團使用適用於預期年度收益總額的稅率計算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費用於損益賬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費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5,356 32,416

　－香港 1,811 –

遞延所得稅開支╱（收益） 2,517 (1,883)
  

本期所得稅開支總額 19,684 3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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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母公司普通權益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母公司普通權益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期內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75,100 64,969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01,125 375,000
  

每股溢利
基本和攤薄（人民幣元） 0.15 0.17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追溯調整，以反映於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的 100,000股股份及緊接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前而發行
的 374,900,000股股份。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任何攤薄潛在普通股。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購買與出售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以總成本人民幣 82,497,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 77,963,000元）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借款費用資本化金額為人民幣 5,162,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762,000元）。計算借款費用資本化金額的加權平均利率為 5.03%（截至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8%）。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人民幣 158,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493,000元）之資產，產生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淨虧損人民幣152,000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淨虧損人民幣 1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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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成本計算之非公開交易投資 :

　於西藏文軒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文軒創業」）之私募基金 18,300 –
  

 18,300 –
  

私募基金指於文軒創業之投資，且由於並無取得市場價，按成本減任何減值列賬。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計提減值虧損。

10. 存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採用成本與市價孰低法計提人民幣 2,069,000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 1,197,000元）存貨減值。

11.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84,195 163,184
  

除新客戶及小型客戶通常須提前付款外，本集團與其客戶的主要交易條款為信貸。就國內客戶而言，信貸期一
般為一個月，對於海外客戶則延長至最多三個月。每位客戶有最大信貸上限。本集團力求對若干尚未收回的應
收款項保持嚴格監控。

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鑒於前文所述及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牽涉到大量不同客戶，本集團並無重
大信貸集中風險。貿易應收款項為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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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日期末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基於發票日期並經扣除撥備）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86,215 76,710

一個月至兩個月 52,289 51,728

兩個月至三個月 9,470 22,027

三個月至四個月 14,928 4,274

四個月以上 21,293 8,445
  

 184,195 163,184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 – 3,443

已收回減值撥備 – (3,443)
  

 – –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為個別減值貿易應收款項撥備，未計撥備賬面值為人民幣
3,443,000元。個別減值應收款項主要與處於意外經濟困難的客戶有關，且預期該應收款項將不會被收回。
然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集團收回以前期間已計提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人民幣
3,443,000元。

非個別或共同被視為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既未逾期亦未減值 121,092 136,058

逾期少於一個月 29,758 12,545

逾期一至三個月 12,362 8,351

逾期三個月以上 20,983 6,230
  

 184,195 16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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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未逾期亦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大量不同客戶有關，彼等於近期並無違約記錄。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多位獨立客戶有關，彼等於本集團的付款記錄良好。根據過往經驗，董事認為其
信貸質素並無重大改變，且相關結餘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因此無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

12. 貿易應付款項

於各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計算）載列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100,899 122,235

一個月至兩個月 35,403 33,705

兩個月至三個月 11,498 20,490

三個月以上 24,724 16,664
  

 172,524 193,094
  

貿易應付款項為不計息，並通常按 30日至 90日的付款期限結算。

13. 計息銀行借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銀行貸款－有抵押 389,130 317,320
  

分析如下：
須於以下時間償還的銀行貸款：
 一年以內 389,130 317,320
  

本集團銀行貸款的實際利率範圍載列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 %

定息貸款 4.35-7.60 4.3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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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中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組成部分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7,390 38,373

定期存款 300,000 –

減：受限資金 (517) (514)

  抵押定期存款以獲得短期銀行貸款 (300,0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計 166,873 37,859
  

以人民幣計值 106,632 31,374

以其他貨幣計值 60,241 6,4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計 166,873 37,859
  

15. 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及公允價值等級制度

本集團的金融資產主要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受限資金、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項，均入賬列作貸款及應收款項以及被列作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可供出售投資。本集團的金融負債主要包括應
付貿易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計息銀行借貸及其他金融負債，均按攤銷成本入賬。本集團的金融資
產及金融負債的賬面價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16. 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和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如下：

金融資產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58,636 234,264

計入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 45,729 18,640

受限現金 300,517 300,516

可供出售投資 18,3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6,873 192,873
  

 790,055 74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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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負債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72,524 193,094

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的金融負債 65,270 64,472

計息銀行借款 389,130 317,320
  

 626,924 574,886
  

17. 承擔及或然負債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並未撥備：
 廠房及機器 130,043 79,482

向股權投資注資 31,700 –
  

 161,743 79,482
  

租賃承擔

本集團在經營租賃協議下，租賃某些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期為 3年。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來所有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最低金額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以內 2,751 17,778

兩年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789 18,453
  

 3,540 3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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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聯方披露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與關聯方之交易額，以及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關聯方之間未結算餘額如下：

(a) 與關聯方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購買產品
　東光縣億嘉鐵粉有限公司 – 25,555

　Sunchem International Trading Pte. Ltd. – 486

　勝利油田東奧化工有限公司 – 6,786
  

 – 32,827
  

來自關連方的資金
　華戈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華戈控股」） – 10,319

　河北華戈染料化學有限公司 – 7,018
  

 – 17,337
  

給予關連方的資金
　華戈控股 – 15,447

　河北華戈染料化學有限公司（「華戈染料」） – 23,018

　華歌化學（滄州）有限公司 – 27,330

　Cavalli Enterprises Inc. – 13
  

 – 65,808
  

向勝利油田東奧化工有限公司支付的租賃生產線費用 9,996 7,425
  

向華戈控股支付的物業租賃費用 789 –
  

向華戈控股支付的按金及部分收購費用 5,016 –
  

註釋：

(i) 董事認為，本集團與關連方之間的交易乃於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

(ii) 來自及給予關連方的資金主要是為應付本集團資金需要。該等資金為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
期，並分別計入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的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以及預付款
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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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與以下關聯方交易有未結算的結餘：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與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的關係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華戈控股 (i) 5,016 –

  

貿易應付款項：
　東光縣億嘉鐵粉有限公司 (ii) – 5,97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
　華戈控股 (i) 789 789

  

以上結餘為無抵押、不計息及須按要求償還。來自關連方的貿易應收款項按各自信貸期償還。

(i) 由戈弋先生控制

(ii) 由戈弋先生親屬控制

19.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向股東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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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彩客化學（東營）有限公司（「彩客東營」）與華戈控股訂立買賣
協議（「買賣協議」）。根據買賣協議，華戈控股有條件同意出售及彩客東營有條件同意按代價人民幣17,361,000元
收購勝利油田東奧化工有限責任公司（「東奧化工」）（華戈控股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的全部股權。彩客東營已根
據買賣協議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支付人民幣 5,016,000元作為按金及部分代價。

東奧化工主要從事根據資產租賃協議向本集團出租其資產以生產一硝基甲苯（包括PNT、ONT及MNT）以及OT及
N–甲基 –2–吡咯烷酮（「NMP」）。東奧化工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五日成立。華戈控股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從
獨立第三方收購東奧化工的全部股權。與彩客東營於二零一五年一月訂立的資產租賃協議開始前，東奧化工主
要從事生產一硝基甲苯以及OT及NMP，與彩客東營訂立資產租賃協議後停止生產。

收購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的通函。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八日，東奧化工股權轉讓之工商登記手續之所有批文及變更已完成。

21. 批准中期財務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根據一項董
事會決議案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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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分部業績

 1,4－環己二酮 4,4’二氨基二苯
 －2,5－二甲、 乙烯－2,2’－
 酸二甲酯 二磺酸
截至二零一六年 （「DMSS」） （「DSD酸」） 一硝基甲苯、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及其他 及其他 鄰甲苯胺及
（未經審核） 顏料中間體 染料中間體 其他 總額

收入（人民幣千元） 96,529 241,075 162,695 500,299

成本（人民幣千元） 56,373 164,549 120,763 341,685

銷售數量（噸） 3,170 16,509 17,561 37,240

毛利率 41.6% 31.7% 25.8% 31.7%

單位平均售價
 （人民幣元╱噸） 30,451 14,603 9,265 13,434

截至二零一五年 DMSS及 DSD酸及 一硝基甲苯、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其他 其他 鄰甲苯胺及
（未經審核） 顏料中間體 染料中間體 其他 總額

收入（人民幣千元） 103,870 319,214 49,994 473,078

成本（人民幣千元） 65,017 206,479 46,144 317,640

銷售數量（噸） 3,071 18,636 5,685 27,392

毛利率 37.4% 35.3% 7.7% 32.9%

單位平均售價
 （人民幣元╱噸） 33,823 17,129 8,794 17,271

與二零一五年下半年相比，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回顧期內」），本集團三個
分部的銷量明顯增加，業績呈現上升趨勢。回顧期內，本集團收益和毛利比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分
別上升24.3%和38.7%。基於集團整體產品銷售價格以及市場佔有率持續穩定，公司對未來發展充
滿信心。

本集團位於中國山東東營之額外 40,000噸一硝基甲苯產能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份正式投產。由於銷
售情況十分理想，共計全年 80,000噸一硝基甲苯產能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已近滿產狀態。受此新
增產能帶動，回顧期內，本集團整體收益同比上升約5.8%至約人民幣500.3百萬元。一硝基甲苯產
品於回顧期內為本集團貢獻收益約人民幣162.7百萬元，佔整體收益約32.5%，僅次於DSD酸及其
他染料中間體業務，成為第二大收益貢獻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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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本集團的主要客戶為知名國際化工及化學品生產商，產品質素備受認可。回顧期內，本集
團五大客戶佔本集團整體收益達約29.1%。收益按地區分佈而言，中國地區之收益約佔66.6%；印
度約佔 11.1%；德國約佔 4.7%；美國、印尼和其他地區分別約佔 4.6%、2.8%和 10.2%。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整體毛利同比輕微上升約2.0%至約人民幣158.6百萬元。由於一硝基甲苯產
品成為重要收益貢獻板塊，然而其產品平均毛利率較其他產品略低，約為 25.8%。同時，與二零
一五年同期相比，受原油價格拖累影響，本集團主要產品之銷售價格也受壓下降。在上述兩大因
素影響下，本集團之整體毛利率同比輕微下降 1.2個百分點至約 31.7%。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同比上升約15.5%至約人民幣75.1百萬元。本公司權益持
有人應佔溢利率同比提升 1.3個百分點至約 15.0%。溢利的上升主要由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同期，
計提了約人民幣 16.9百萬元之一次性上市費用，同比基數較低；以及部分溢利被本集團於回顧期
內錄得約人民幣 6.1百萬元的匯兌損失抵消所致。以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
33.6%。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每股基本盈利同比下降人民幣 0.02元至人民幣 0.15元。

DSD酸及其他染料中間體－佔整體收益約 48.2%（二零一五年上半年：67.5%）

本集團為全球最大的DSD酸生產商。DS D酸主要應用於生產熒光增白劑（「OBA」），終端應用至
紡織品染白、紙張增白和洗滌用品中的亮白成分。回顧期內，由於客戶積極降低庫存，致使DSD

酸及其他染料中間體的銷售量從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18,636噸跌至回顧期內的 16,509噸，跌幅約
11.4%。板塊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24.5%，至約人民幣 241.1百萬元，佔整體收益約 48.2%。

單位平均售價方面，受上游原材料甲苯採購價格在回顧期內並未隨原油價格上升而上升影響，回
顧期內，DSD酸及其他染料中間體的平均售價仍在低位徘徊，同比下降約 14.7%至每噸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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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3元。其毛利率也因平均售價低迷而小幅下降。板塊毛利率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約 35.3%

降至回顧期內的約 31.7%，下跌約 3.6個百分點。

DMSS及其他顏料中間體－佔整體收益約 19.3%（二零一五年上半年：21.9%）

作為全球最大DMSS生產及銷售商，本集團同時亦為其他主要顏料中間體如乙醯基丁二酸二甲酯
（「DMAS」）和丁二酸二異丙酯（「DIPS」）之全球第二大生產商。DMSS及其他顏料中間體主要應用
於印刷油墨、食品添加劑、汽車油漆和塗料等高性能顏料中。隨著市場對顏料的性能要求逐步提
高，高性能顏料在耐熱性和耐旋光性等各方面均較普通顏料優勝，預計高性能顏料的市場需求將
日漸增加，從而帶動板塊整體的發展。

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積極拓展DMSS和2,5－二芳氨基－1,4－苯二甲酸（「DATA」）的市場份額，
並取得明顯的成效。DMSS和DATA於回顧期內的銷量分別達到 876噸和 616噸，較去年同期上升
約 1.3%和約 23.4%。然而，受上游原材料價格持續低迷的影響下，板塊產品的平均售價同比仍然
有所下跌。受銷售量提升的帶動，以及售價下跌的雙重影響，DMSS及其他顏料中間體板塊期內
的收益較去年同期下降約7.1%，至約人民幣96.5百萬元。板塊收益佔本集團整體收益約19.3%（二
零一五年上半年：21.9%）。毛利方面，板塊整體毛利上升約3.4%至約人民幣40.2百萬元；因原材
料價格下降幅度大於平均售價下降幅度，毛利率錄得 4.2個百分點的增幅至約 41.6%。

一硝基甲苯、OT及其他－佔整體收益約 32.5%（二零一五年上半年：10.6%）

一硝基甲苯為DSD酸之上游產品，經過化學過程後將生成三種化學材料，包括 PNT、ONT及
MNT。PNT是生產DSD酸的重要原材料，本集團自行生產一硝基甲苯後可穩定上游原材料之供
應。與此同時，ONT及OT是生產農藥及除草劑的重要農藥中間體，一硝基甲苯的生產可進一步拓
寬集團的產品組合及開拓新收入來源。隨著除草劑的需求不斷提高，本集團預期此將推動板塊的
快速發展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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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首期 40,000噸一硝基甲苯產品自二零一五年一月投產以來，迅速佔領市場。有見及此，本
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在原有基礎上增加產能一倍至 80,000噸。隨著新產能的生產能力逐步提升
至設計目標、效益達到理想水平，一硝基甲苯的毛利率同比大幅上升18.1個百分點至約25.8%。回
顧期內此板塊收益同比上升約 225.4%至約人民幣 162.7百萬元，成績令人鼓舞。售價和銷量均同
比上升約 5.4%及約 208.9%至每噸約人民幣 9,265元及 17,561噸。

出口

回顧期內，本集團實現出口收益約人民幣 167.0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出口收益約人民幣
218.2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51.2百萬元或下降 23.5%，主要是由於DSD酸及其他染料中間體與
DMSS及其他顏料中間體的平均銷售價格下降所致。

回顧期內，出口收益佔收益總額的約33.4%，二零一五年同期出口收益佔比約46.1%。主要是由於
ONT/OT及其他新品銷售實現的收益約人民幣 162.7百萬元全部為內銷所致。

業務展望

展望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儘管營商環境充滿挑戰，但憑藉本集團市場上的龍頭地位，加上產品的
獨特性和潛力，我們定能在各個下游市場中站穩陣腳，在中國城鎮化日益上升的日常消費品需求
下穩步發展。為抓緊市場上的機遇，本集團將積極實行以下四項策略。

首先，本集團將優化現有的生產工藝。以加氫還原技術生產DSD酸的技術已經研發成功，新技術
相比目前使用的加鐵粉還原技術更為環保。由於河北東光生產廠房（「東光生產廠房」）的 35,000噸
DSD酸產能需要分批暫停生產以作升級改造，有見及此，本集團於山東省東營開發區興建東營生
產廠房（「東營生產廠房」）作產能的補給。礙於東營開發園區的配套設備仍在完善階段未能投產，
令東營生產廠房未能如期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投產。本集團預計東營開發園區配套設備施工將於
二零一六年年底完工，並期望東光生產廠房的加氫還原技術升級改造能在二零一七年開始。



24

另一方面，本集團會擴充主要產品之產能。本集團計劃將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擴建主要用於食品
添加劑中的顏料中間體DMAS之產能，目標由目前 1,500噸增加至 4,500噸。目前，集團的部分客
戶已經對DMAS增加採購，相信未來的需求亦會持續上升。同時，本集團亦會積極擴展現有及開
發新客戶，預計能夠消化新增的 3,000噸產能，並期望能在未來對集團的收益有更明顯的貢獻。

與此同時，本集團會將新品一硝基甲苯推銷到海外市場。現時集團的一硝基甲苯主要於中國本地
銷售，未來希望拓展至如印度、俄羅斯和南北美等海外市場。預期海外市場的擴大將為集團產品
帶來更多的訂單，加大板塊對集團整體的收益貢獻。本集團初步已經把產品樣本發送到海外不同
的客戶作試驗，客戶反饋表示效果令人滿意，為拓展海外市場的策略奠下基礎。

此外，本集團將重點發展ONT和OT市場。自二零一五年一月開始生產一硝基甲苯後，截至目前本
集團自行生產之PNT已滿足約85% DSD酸之生產需要。由於本集團為市場上最大的PNT採購商，
此舉令市場供求情況失衡，造成市場上 PNT的存貨量大幅增加，為生產商形成營運壓力，更有部
分PNT生產商因而停產和倒閉。鑒於一硝基甲苯可同時化學生成PNT、ONT和MNT，PNT的停產
亦將減少ONT和OT的市場供應。眼見此市場機遇，本集團將加大力度耕耘ONT和OT市場，務求
在未來一至兩年內成為市場的龍頭企業，爭取市場的定價權和話語權，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收益
及未來的增長動力。

為進一步鞏固各個板塊的市場地位，本集團現正尋覓市場上任何有潛質且具協同效應的收購合併
計劃，望能進一步落實往上下游延伸拓展的長遠目標。展望下半年，管理層對集團未來的發展前
景感到樂觀，相信來年能為本公司及其股東爭取更大的利益和回報。



25

財務回顧

收益及毛利

回顧期內，本集團取得收益及毛利分別約為人民幣 500.3百萬元及人民幣 158.6百萬元，較二零
一五年同期約為人民幣 473.1百萬元及人民幣 155.4百萬元分別增加約人民幣 27.2百萬元及人民幣
3.2百萬元，或上升 5.8%及 2.0%。回顧期內，本集團毛利率約 31.7%，二零一五年同期毛利率約
32.9%。本集團收益及毛利整體表現穩定，毛利率降低的原因主要為DSD酸及其他染料中間體平
均售價下降幅度大於成本下降幅度，以及毛利率較低的一硝基甲苯、OT及其他的收益佔本集團整
體收益比例提高所致。

純利及純利率

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純利約為人民幣 75.1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為人民幣 65.0百萬元，
增加約人民幣10.1百萬元或上升15.5%。回顧期內，本集團純利率約為15.0%，二零一五年同期純
利率約為 13.7%。

銷售及分銷開支

回顧期內，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人民幣 18.9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為人民幣 15.2百萬元相
比，增加約人民幣 3.7百萬元。銷售及分銷開支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一硝基甲苯、OT及其他的銷量
大幅增加，使得運費、包裝費、裝卸費等開支相應增加。

回顧期內，銷售及分銷開支佔本集團收益的百分比約為 3.8%（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3.2%）。

行政開支

回顧期內，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 40.8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為人民幣 47.7百萬元相比，減
少約人民幣 6.9百萬元。行政開支下降的主要原因為於二零一五年同期確認上市費用所致。

回顧期內，行政開支佔本集團收益的百分比約為 8.2%（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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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回顧期內，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 5.0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 4.8百萬元相比，增加約
人民幣 0.2百萬元。

匯兌損失

回顧期內，匯兌損失約為人民幣 6.1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匯兌收益約為人民幣 1.5百萬元，
增加匯兌損失約人民幣 7.6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人民幣對美元（「美元」）貶值，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境外人民幣定期存款 300.0百萬元發生匯兌損失約為人民幣 6.7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的附屬公司通常須按 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回顧期內，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 19.7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 30.5百萬元，減少約
人民幣 10.8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彩客東營於回顧期內錄得的除稅前溢利彌補以前年度虧損，使得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應稅利潤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以及於回顧期內彩客化學（滄州）有限公司
和彩客化學（東光）有限公司的稅前利潤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所致。

現金流量

回顧期內，本集團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約為人民幣 33.1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為人
民幣 20.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12.6百萬元，主要是由於二零一五年同期，計入行政開支的上市
費用約為人民幣 11.9百萬元所致。

回顧期內，本集團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約為人民幣 131.7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為人
民幣 80.3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51.4百萬元，主要是由於 ( i )於回顧期內彩客東營建設生產廠房、
購置機器設備和土地支出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26.4百萬元；及 (ii)彩客（北京）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彩客投資」）向西藏文軒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出資約人民幣 18.3百萬元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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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本集團籌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幣 71.8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籌資活動現
金流入淨額約人民幣 2.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69.3百萬元，主要是因為銀行及其他借款淨額於回
顧期內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 20.8百萬元，及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向關聯方清償資金
淨額約人民幣 48.5百萬元所致。

流動資金及資本結構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日常營運資金的來源主要為內部經營產生的現金流量及銀行借款。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i)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66.9百萬元，其中，以人民幣計
值約為 106.6百萬元，以其他貨幣（美元和港幣（「港幣」））計值約為 60.3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192.9百萬元，其中，以人民幣計值約為138.8百萬元，以其他貨幣（美元和港
幣）計值約為54.1百萬元）；(ii)受限制現金約為人民幣300.5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人民幣 300.5百萬元）；及 ( i i i )計息銀行借款約為人民幣 389.1百萬元，年利率為 4.35%-7.60%（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317.3百萬元，年利率為 4.35%-8.40%），均以人民幣計值，須
於一年內償還。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無任何風險對沖工具或外幣投資中無任何借貸或對沖。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定期末的計息貸款除以總權益計算）約為
42.0%，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 37.7%。

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總額約為人民幣 918.6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863.5百萬元），其主要包括存貨約為人民幣 105.3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77.9百萬元）、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約為人民幣258.6百萬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234.3百萬元）、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約為人民幣 80.3百萬元（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44.2百萬元），預付所得稅約為人民幣6.9百萬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13.8百萬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66.9百萬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192.9百萬元），以及受限制資金約為人民幣 300.5百萬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300.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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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本集團的存貨主要包括原料、在產品及成品。於回顧期內，存貨的周轉天數為 48天，二零一五年
存貨的周轉天數為 42天，周轉天數的增加是因為本集團根據年度生產計劃，為確保在二零一六年
七月停產或減產檢修期間能夠正常銷售，合理安排採購、生產，提前增加產品庫存儲備。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84,195 163,184

應收票據 74,441 71,080
  

 258,636 234,26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
人民幣 24.3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從華戈控股租賃的東奧化工額外 40,000噸一硝基甲苯
生產線順利投產，ONT/OT等產品正值銷售旺季，產銷量大幅增加所致。

於回顧期內，貿易應收款項的周轉天數為 63天，二零一五年為 58天。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結清貿易應收款項中有約人民
幣 97.0百萬元或 52.6%已結清。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合計約為人民幣 80.3百萬元，較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合計約為人民幣 44.2百萬元增加了約人
民幣 36.1百萬元，主要由於 ( i )預繳增值稅增加約為人民幣 20.7百萬元；( i i )彩客化學（東光）有限
公司及彩客東營預付工程款增加約人民幣 6.7百萬元；( i i i )根據東奧化工股權轉讓協議，彩客東營
向華戈控股預付部分股權轉讓價款，約為人民幣5.0百萬元；以及 (iv)境外人民幣定期存款300.0百
萬元之應收利息收入增加約為人民幣 4.9百萬元所致。



29

流動負債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總額約為人民幣 656.8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606.8百萬元），其主要包括貿易應付款項約為人民幣 172.5百萬元（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193.1百萬元）、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約為人民幣
95.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96.4百萬元），以及計息銀行借款約為人
民幣 389.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317.3百萬元）。

貿易應付款項

回顧期內，貿易應付款項的周轉天數為96天，較二零一五年的103天減少7天，主要是因為截止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彩客東營貿易應付款項中應付工程款餘額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
少約人民幣 21.6百萬元所致。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若干賬面淨額約為人民幣 367.8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337.0百萬元）之樓宇、土地、銀行存款及應收票據以擔保本集團獲授之銀行
貸款。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彩客東營與華戈控股訂立買賣協議，據此彩客東營有條件同意收購及華
戈控股有條件同意按代價人民幣 17,361,000元（約等於港幣 20,668,000元）出售東奧化工的全部股
權。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八日，東奧化工股權轉讓之工商登記手續之所有批文及變更已完成，並
在同一天完成東奧化工收購。

除上述事項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集團持有的投資

彩客投資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與成都文軒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文軒恒信（深圳）
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成立了寧波梅山保稅港區文軒博文影視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彩客投資作為有限合夥人承諾出資額為人民幣 20.0百萬元。寧波梅山保稅港區文軒博文影視
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經營範圍包括影視項目投資、實業投資、投資管理、投資諮詢、資產管
理。成都文軒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股權投資領域擁有豐富的投資經驗，專業的投資團隊
以及對國內行業深刻的理解。我們相信，通過與成都文軒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合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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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公司在收購兼併領域拓展起到積極幫助作用。作為有限合夥人，彩客投資在自身業務相關領
域確定滿意標的後履行出資義務，在此之前無需實際出資。

彩客投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與西藏文軒股權投資有限公司和文軒投資有限公司成立
了西藏文軒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彩客投資作為有限合夥人承諾出資額為人民幣
30.0百萬元。西藏文軒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經營範圍包括投資管理、股權投資、投
資諮詢（不含金融和經紀業務）、財務顧問；企業資產的重組、併購的諮詢服務。依照西藏文軒創
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合夥協議的規定，彩客投資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八日出資人民幣
18.3百萬元，作為財務投資人參股一家盈利能力頗強的電子行業企業。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重大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外匯風險指因匯率變動產生損失的風險。本集團承受外匯風險主要與本集團的經營活動有關。隨
著公司出口業務規模不斷擴大，未來匯率波動可能對本集團經營造成影響。本集團密切關注匯率
變動對本集團外匯風險的影響。

目前本集團並無進行外幣對沖政策。董事會監控外幣風險，如有需要將考慮對可能產生的重大外
幣風險予以對沖。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已制定人力資源政策及體制，務求於薪酬制度中加入更多激勵性的獎勵及獎金，以及為僱
員提供多元化之僱員培訓及個人發展計劃。向僱員提供之酬金待遇乃按其職務及當時市場趨勢釐
定，本集團亦同時向僱員提供僱員福利，包括養老金、醫療保障及公積金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員工 1,446名（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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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日開始在聯交所買賣，本集團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約為人民幣 378.8

百萬元，該等款項擬按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招股說明書（「招股說明書」）中披露
的所得款項用途使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該等款項中的約人民幣 37.1百萬元已用於補充營運資金，約人民
幣158.3百萬元已用於擴大產能，約人民幣16.7百萬元開發新產品，以及約人民幣18.1百萬元已用
於支付租賃東奧化工一期和二期的租金，以上所有的資金使用都按招股說明書的計劃進行。

回顧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八日，東奧化工股權轉讓之工商登記手續之所有批文及變更已完成，並在同
一天完成東奧化工收購。

除上述事項外，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後概無發生任何重大期後事項。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及其他數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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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保障本公司股東的權益並提升企業價值與問責制。本公司
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
身之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照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企業
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則除外。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
職位須有所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本公司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原因是戈弋先生（「戈先
生」）同時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由於戈先生加入我們多年，彼於深入瞭解本公司業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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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客戶及產品。憑藉其於業務營運及管理的豐富經驗，董事會認為兩個職位由同一人擔任令本
公司之領導穩固一致，並有效落實及執行業務決策及策略，有利於本公司業務前景及管理。

在戈先生的領導下，董事會有效運作並履行其職責，適時商討所有重要及適當問題。此外，由於
所有主要決策均經諮詢董事會成員及相關董事委員會後作出，且董事會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提
出獨立意見，故董事會認為有足夠保障措施確保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權力及權限平衡。董事會
將不時根據現況檢討董事會架構及組成之效益，以保持本公司的高水平企業管治常規。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
其自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已確認，彼等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標準規定。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根據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二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霖先生（主席）
及于淼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肖勇政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審閱準
則第 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信息審閱》對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信息執行了獨立審閱。而中期財務信息之審閱報告載於即將寄發予股東的中
期報告內。



33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將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tsaker.com。本公司有
關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一切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向本
公司股東寄發及在上述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彩客化學集團有限公司 *

戈弋
主席

中國成都，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戈弋先生、段衛華女士、晉平女士及白崑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肖勇政
先生及 FONTAINE Alain Vincent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啟忠先生、朱霖先生及于淼先
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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