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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32）

二零一八年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收入 251,491 383,942 -34.5%

毛利 56,802 107,582 -47.2%

毛利率 22.6% 28.0% -19.3%

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72,101) (17,620) +309.2%

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及攤薄 (7.21) (2.35) 不適用

於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財務狀況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2,563 247,258 -50.4%

銀行及其他借貸 189,012 101,786 +85.7%

負債資本比率 29.4% 13.6% +116.2%

每股資產淨值（港元） 0.65 0.76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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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漆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比較數額。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
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51,491 383,942

銷售成本 (194,689) (276,360)

毛利 56,802 107,58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4,136 4,945
銷售及分銷開支 (75,949) (76,438)
行政開支 (51,218) (50,355)
其他開支淨額 (5,227) (3,822)
融資費用 4 (1,748) (949)

除稅前虧損 5 (73,204) (19,037)
所得稅抵免 6 780 1,500

期內虧損 (72,424) (17,537)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72,101) (17,620)
非控股權益 (323) 83

(72,424) (17,537)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應佔每股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7.21)港仙 (2.3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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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72,424) (17,537)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其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7,968) 20,60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7,968) 20,603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80,392) 3,066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80,028) 2,871

非控股權益 (364) 195

(80,392) 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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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0,971 200,88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8,688 19,232
可供出售投資 – 300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反映公平值之 
金融資產 300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21,205 8,972
收購附屬公司之按金 76,607 –
退休金計劃資產淨值 4,421 4,421
遞延稅項資產 4,043 5,327

非流動資產總值 326,235 239,135

流動資產
存貨 76,037 71,682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534,915 698,05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84,797 53,07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2,563 247,258

流動資產總值 818,312 1,070,06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216,000 293,60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50,927 111,727
應付餘下集團款項 68 3,166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36,165 100,770
應付稅項 11,917 15,774

流動負債總值 415,077 525,041

流動資產淨值 403,235 545,02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29,470 78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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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52,847 1,016
遞延稅項負債 22,821 25,154
遞延收入 2,031 2,215

非流動負債總值 77,699 28,385

資產淨值 651,771 755,776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100,000 100,000
儲備 548,569 652,210

648,569 752,210
非控股權益 3,202 3,566

權益總額 651,771 75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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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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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
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
用者一致，惟採納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及於本集團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
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1.2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更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以股份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之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 轉讓投資物業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之修訂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外，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本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一般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並不重新編列過往期間
之比較資料。由於本集團會計政策之變動，若干重新分類和調整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
財務狀況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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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為每個項目確認之調整，並無列示不受變更影響之項目。調整之更詳盡說明已載
於下文。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摘要） 調整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按先前呈列）

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

之調整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之結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投資 (a) 300 (300) –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反映公平值 

之金融資產 (a) – 300 30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b) 698,051 (23,613) 674,438
保留溢利 (a), (b) (535,777) 23,113 (512,664)
公平值儲備（非轉撥） (a) – 500 500

上述變更對本集團權益之影響如下：

保留溢利
公平值儲備
（非轉撥）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期末結餘 535,777 –

就過往非上市股本投資確認之累計減值虧損重新分類至 

公平值儲備（非轉撥） 500 (500)

確認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額外預期信貸虧損 (23,613) –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期初結餘 512,664 (500)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取代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將全部三個關於金融工具之會計範疇綜合：分類及計
量；減值；及對沖會計。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本集團不重列比較資料，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確認對期初權益結餘之過渡調整。採納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影響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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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類及計量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時，本集團將所有非上市股本投資重新分類為透
過其他全面收益反映公平值之金融資產，並按此計量，於終止確認時概無收益或虧損
轉撥至損益。此類別僅包括本集團擬在可預見將來持有及於首次確認或過渡時本集團
不可撤銷地選擇分類為股本投資。透過其他全面收益反映公平值之金融資產毋須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進行減值評估。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本集團之非上市
股本投資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本集團將過往年度已撥備之累計減值虧損500,000

港元由保留溢利重新分類至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公平值儲備（非轉撥）。

本集團之金融負債及過往按攤銷成本計量之所有其他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並無變動。

(b) 減值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已徹底改變本集團對金融資產減值虧損之會計處理方法，
以前瞻性的預期信貸虧損方式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已發生虧損方式。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本集團就所有非透過損益反映公平值之債務工具以及合約資產確
認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本集團已採用標準簡化方式，並已按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方式計
算預期信貸虧損。本集團按照本集團過往信貸虧損經驗設定撥備矩陣，並根據債務人
獨有的前瞻性因素及經濟狀況作出調整。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本集團就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確認額外
23,613,000港元之減值，因此導致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保留溢利減少23,613,000港
元。

此外，本集團採用了一般方式，並就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之金融資產
記錄十二個月之預期虧損。本集團認為於首次採納該準則後，對於計入預付款項、按
金及其他應收賬款之金融資產之減值撥備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及
相關詮釋，除少數例外情況外適用於所有來自客戶合約產生之收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訂立五步模式，以計算來自客戶合約所產生之收入，並要求確認收入之金額須反映實
體預期向客戶轉讓貨品或服務而有權換取之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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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要求實體作出判斷，並計及將該模式各步應用於與其客戶所訂合
約時的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該準則亦訂明將獲得合約之額外成本以及與履行合約直接相
關之成本入賬。此外，該準則亦訂有廣泛披露之規定。

本集團採用以修訂式追溯應用法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首次應用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按照該方法，該準則可應用於首次應用日期之所有合約或僅可應用於在該日尚未
完成之合約。本集團選擇應用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所有合約。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累計影響於首次應用日確認，並對保留溢利之期初結
餘作出調整。因此，比較資料並無重列及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及相關詮釋呈列。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評估其履約責任，並認為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並無重大影響，因此並無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保留溢利期初結餘作出調整。

1.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未於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具有負值補償特點之預付款項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 
資產出售或注資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有關所得稅處理法之不確定性 1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之修訂1

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供採納

本集團正評估首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確定該等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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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

從管理角度，本集團僅有一個可呈報經營分類，即從事油漆產品的生產及銷售以及相關服
務的油漆產品分類。由於此為本集團之唯一可呈報經營分類，因此並無呈列其進一步經營
分類分析。

地域資料

(a)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0,392 50,267

中國內地 231,099 333,675

251,491 383,942

以上收入資料以客戶所在地為基準。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313 3,628

中國內地 314,158 225,459

317,471 229,087

以上非流動資產資料以資產所在地為基準，且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金融工具及退休
後福利資產。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來自任何單一客戶之收入佔本
集團總收入的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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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油漆產品 251,491 383,94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181 628

政府補助金* 1,679 1,581

結構性存款之公平值收益 – 764

匯兌差額淨額 – 80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淨額 16 –

確認遞延收入 158 145

其他 2,102 1,018

4,136 4,945

* 已獲若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當局發出政府補貼，以表揚本集團在環境的關
注和保護及技術發展等方面的努力。並無有關此等補助金之尚未達成條件或或有事項。

4. 融資費用

融資費用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之利息 1,716 907

融資租賃之利息 32 42

1,748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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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之成本 194,689 276,360

折舊 9,495 8,54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74 252

將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之淨額 – 39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收益）淨額* (16) 29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26 –

匯兌差額淨額* 534 (809)

* 該等結餘的收益及虧損分別在簡明綜合損益表列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及「其他開
支淨額」。

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概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
之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於中國內地成立之所有附屬公司於期內須按25%之標準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惟
本集團在中國內地具備高新技術企業資格的附屬公司於期內則應用15%（截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的較低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

7.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72,10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620,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000,000,000股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50,000,000股）計算。

用於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虧損金額之股份加權平均數包括於二零
一七年六月八日發行之100股普通股以及749,999,900股根據資本化發行（定義見附註11(ii)）發
行之新股份，當中假設此等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為一直已發行。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具潛在攤薄效應之已
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就潛在攤薄對該等期間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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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CP Industries (BVI) Limited（其為完成本集團重組（在此之後北海集
團有限公司（「北海集團」，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但不包括本集團）統稱「餘
下集團」）前之本集團的附屬公司的前控股公司）向北海集團宣派特別中期股息180,000,000港
元。並無呈列此項股息之比率及符合資格獲派此項股息之股份數目，原因是就本財務報表
而言，呈列有關資料被認為意義不大。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主要以信貸方式結付，惟新客戶或須預付賬款。本集團實施明確的信
貸政策，給予一般客戶之信貸期通常介乎一至三個月。本集團一直嚴密監控其應收賬款，
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層管理人員會定期審查逾期未清付之結餘。鑑於上文所述情況及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涉及眾多客戶及信譽良好的銀行，故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
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關於應收貿易賬款結餘的抵押品或其他加強信貸安排。應收貿易賬款
及票據並不計息。

於報告期結算日，以發票日期為基準扣除撥備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64,674 506,999

超過三個月但於六個月內 58,634 61,802

超過六個月 311,607 129,250

534,915 698,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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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結算日，以發票日期為基準的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211,716 289,675

超過三個月但於六個月內 3,389 3,622

超過六個月 895 307

216,000 293,604

應付貿易賬款無抵押、不計利息，且一般於兩個月內結付。

11. 股本

(i)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本公司向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CNT Enterprises Limited發行
及配發99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

(ii) 根據本公司唯一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七月
十日以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進賬額中的74,999,990港元撥充資本之方式向CNT 

Enterprises Limited發行及配發總數749,999,900股入賬列作繳足股款之股份（「資本化發
行」）。此項資本化發行當時須待股份溢價賬因下文附註(iii)所詳述之本公司首次公開
發售向公眾發行新股份而錄得進賬後，方始作實。

(iii) 就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而言，250,000,000股新股份已按每股0.86港元之價格
發行，總現金代價（未計開支）為215,000,000港元。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開始在
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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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七日，本公司與北海集團聯合公告，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Top 

Dreamer Limited（「Top Dreamer」）與賣方（為本集團之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賣
方有條件同意出售，而Top Dreamer有條件同意收購中國鉬業有限公司（「目標公司」）之全部
股本權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83,000,000元（相當於約102,600,000港元）。目標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之主要資產為一幅位於中國廣東省中山市三角鎮結民村之土地連同建於土地上之建築
物及生產設施，以及目標公司之附屬公司擁有之商標。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
為製造及銷售油漆及塗料產品。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向賣方支付按金共
76,600,000港元。直至本公告日期，該交易尚未完成，並須待第二次成交條件（定義見本公
司與北海集團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七日之聯合公告）達成（或獲Top Dreamer豁免）後，方
告完成。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繼續保持溫和增長。經濟增長放緩主要歸因於基
礎建設投資放緩以及中國進口貨值之增幅高於出口貨值之增幅。中國內地之油漆
及塗料行業整體受到製造業及房地產行業所影響，儘管房地產價格跟隨住宅單位
及商業物業之銷售增加而飆升，但中國內地之油漆及塗料行業之表現欠佳。此主
要是因為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大部分銷售之增長來自預售物業。
因此，室內油漆及塗料產品（包括木器油漆）之需求於回顧期內顯著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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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所公佈的數據，中國之國內生產總
值（「國內生產總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僅增長6.8%，而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增長為6.9%。中國內地之國內消費為支持經濟溫
和增長之主要動力。由於中國政府將二零一八年之經濟增長率目標訂於6.5%之水
平，市場普遍預期於二零一八年下半年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將低於上半年。中
國內地之經濟表現以及國內消費水平及國內購買力，亦受到美國政府單方面徵收
進口關稅之不利影響。面對此宏觀經濟環境，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之數據，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中國內地油漆及塗料行業之油漆及塗料產品銷量較二零一七年同期
減少10.4%。此現象主要是由於建築及裝飾材料之零售銷售減少25.5%及家具產品
之國內零售銷售總額減少23.4%所致。

當中，依賴零售銷售之中國內地油漆及塗料製造商（如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量顯著減少。此減少影響了溶劑型及水性油漆及塗料產品
之銷售，原因為期內室內油漆及塗料產品之需求疲弱，以及已建成住宅單位及商
業物業銷售面積減少所致。

另一方面，原油價格自二零一七年下半年以來持續上漲，導致中國內地油漆及塗
料行業面對主要原材料（如溶劑及樹脂）價格持續上升及錄得出乎意料之情況。例
如，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溶劑平均採購價較二零一七年同期上
升約25%。

由於原材料價格上漲，中國內地之油漆及塗料生產商已上調產品出廠價。根據公
開可得資料，中國內地不同類型之油漆及塗料產品零售價格較二零一七年同期上
升10%。惟因價格競爭激烈，有關價格升幅無法完全彌補額外原材料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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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母公司應佔虧損為72,100,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錄得母公司應佔虧損為17,620,000

港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表現欠佳，原因如下：

1.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減至251,490,000港元，而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為383,94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油漆及
塗料產品之主要市場－零售木器塗料市場需求疲弱所致。有關需求普遍受到
以下各項因素之不利影響：已落成住宅單位及商業物業數目減少（令截至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室內裝修油漆及塗料產品之需求受壓）、消費
者對現場家居或辦公室裝修之喜好改變（對零售木器塗料市場之需求造成不
利影響）及中國內地實行嚴格之環境措施。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在充滿挑戰之環境中經營，而所有此等因素同時影響其油漆及
塗料產品之需求及銷售成本。本集團之情況進一步受到負責本集團華東市場
業務之市場推廣及宣傳之銷售人員離職所影響。

2. 原油價格自二零一七年下半年以來顯著上漲。此出乎意料之上升導致本集團
需要支付之原材料價格持續上升。由於價格競爭激烈，本集團未能通過提高
產品價格將所有原材料成本升幅轉嫁予客戶。

3. 中國內地日趨嚴格之環境保護及危險化學品安全措施令油漆及塗料分銷商較
不願意對溶劑型油漆及塗料產品維持高庫存量，因此抑制了此等產品之推廣
及銷售。消費者或會選購水性油漆及塗料產品。然而，有關採購在本集團生
產之油漆及塗料產品中僅佔並非顯著之部分。有關環境保護措施亦會影響消
費者之喜好以及對油漆及塗料產品之選擇。

4. 儘管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產量減少，但本集團未能
按比例減少製造費用，原因在於本集團難免要為旗下運作中的生產線承受若
干直接成本。此影響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及毛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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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民幣較去年同期升值。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
得虧損，回顧期內人民幣升值對換算為港元之本集團財務業績產生負面影響。

6.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油漆及塗料產品亦受到季節性因素之一定影響，因而影
響到製造業及建造業之運作。

鑑於上述情況，本集團錄得收入減少以及毛利及毛利率下降。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營虧損歸因於此等因素。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銷售收入251,49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減少34.5%。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香港之油
漆及塗料產品銷售額為20,39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50,270,000港元。由於建
築油漆及塗料產品銷售市場面對之營商環境競爭更趨激烈，香港油漆及塗料產品
之銷售顯著減少。於中國內地，本集團之收入減少至231,100,000港元，而去年同
期則為333,670,000港元。減少之原因主要是中國內地經濟環境之變化、本集團產
品面對競爭加劇以及中國內地實行嚴格環境保護及危險化學品安全措施對分銷商
構成不利之政策影響所致。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率下降5.4個百分點至22.6%。毛利率
大幅下降，主要是由於本集團錄得之原材料價格及固定製造費用增加導致收入減
少及銷售成本增加所致，儘管本集團油漆及塗料產品之產量及銷量減少。

本集團於期內之毛利較二零一七年同期減少47.2%至56,800,000港元。減少主要由
於上述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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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料

本集團業務之營運資金一般來自內部財務資源及銀行借貸。於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122,56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則為247,260,000港元。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於回顧期間顯著減少，主要是由於
(i)為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而支付之按金；(ii)為收購中國鉬業有限公司之全部股
本權益而作出之首兩筆付款；及(iii)用作營運資金。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
銀行及其他借貸為189,010 ,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101,790,000港元。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主要按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於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中，136,160,000港元(72.1%)須於一年內
償還，52,410,000港元(27.7%)須於第二年內償還，而其餘440,000港元(0.2%)須於第
三至第五年內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於回顧期間顯著增加，主要是由於(a)為收購
中國鉬業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而作出之部份付款；及(b)用作營運資金。

本集團之現金、銀行結餘以及銀行及其他借貸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
之業績會因港元與人民幣之間之匯率波動而受到影響。本集團目前並無採取任何
對沖措施，惟將監察外幣風險，並將於需要時考慮對沖外幣風險。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債資本比率（即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對經調
整資本（定義見下文）之百分比）為29.4%，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13.6%。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百
分比）為1.97倍，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04倍。

權益及資產淨值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股東資金為648,57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752,210,000港元。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經調整
資本（即股東資金減未實現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儲備）為642,080,000港元，於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745,720,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每股股份資產淨值分別為0.65港元及0.76港元，當中假設
有關資本化發行之合共1,000,000,000股股份為已經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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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多間附屬公司在本公司向銀行提供擔保之情況下獲取
之銀行融資已動用150,93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00,770,000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合共為7,74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000,000港元）之若干土地及樓宇已就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而抵押。

員工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員工數目為962名（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059名）。回顧期間之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為73,79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同期則為83,670,000港元。本集團設有周全及具競爭力之員工薪酬及福利制度，以
員工個別表現作參考因素。

持有之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以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
未來計劃
除本公司與北海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七日聯合公告之收購目標公司全部股本權
益外，於回顧期間，並無收購其他重大投資，亦無任何其他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
公司。董事會並未批准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添置資本資產之計劃。

業務計劃及展望
在本集團遇到不同挑戰之過程中，董事對中國內地油漆及塗料行業之營商環境持
審慎樂觀看法。中美兩國目前之貿易衝突或會影響中國政府先前預計之中國內地
經濟持續增長步伐。然而，影響幅度難以確定。二零一八年七月，中國政府採取
反制措施，對若干美國進口產品加徵25.0%之關稅。部分被加徵關稅之化學產品
是油漆及塗料產品之主要原材料，包括潤滑劑、環氧樹脂及其他聚酯。雖然尚未
能可靠確定中國對進口原材料加徵關稅之影響，但預期進口至中國內地之油漆及
塗料產品之原材料價格將於二零一八年下半年繼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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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國家信息中心之數據，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中國
內地經濟發展應會放緩而增長率應不會高於6.6%。下降之主要原因包括當前中美
兩國之貿易衝突，削減過多之企業債務以管理財務風險，以及實行《大氣污染防
治行動計劃》以改善空氣質素。預計中國經濟將繼續由國內消費、基礎建設及房
地產投資推動。

預期油漆及塗料產品原材料之價格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將
繼續受到高度不確定性之影響，因此本集團之毛利率未必會在不久將來出現任何
顯著反彈。

鑑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毛利率及毛利大幅減少，本集
團正在制訂及實施不同業務計劃，以改善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下半年之業務營運
及削減成本。此等業務計劃包括以下各項：

1. 實施嚴格之成本控制措施

自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起，本集團已實施嚴格之成本控制措施，並以削減固
定製造費用及行政開支以及提升生產及集團行政層面之營運效率為重點。董
事認為，此等成本控制措施對本集團提高盈利能力及精簡業務營運至關重要。

2. 增強產品組合並精簡產品供應

董事亦正檢討本集團之產品組合，並將調整功能及用途相近但不同品牌之油
漆及塗料產品之生產。此等產品可能是在不同時間開發，以回應當時之消費
者需求或競爭者新推出之產品。通過增強產品組合，董事預期本集團可降低
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並投入更多財務及市場推廣資源，以促進選定及
暢銷之油漆及塗料產品之銷售。

此外，董事相信中國內地之建築及製造業對油漆及塗料產品之需求將會增加。
本公司將擴大從事建築及製造業之客戶群。本集團已成立專責小組，專注於
為中國廣東省之建築項目供應油漆及塗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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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生產及銷售優質油漆及塗料產品，並將專注於綠色生產流程以
及技術改進及開發。

3. 推出新產品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四月推出一種外牆保溫裝飾一體板之新產品，這是一種
新開發研製之輕質建築材料。外牆保溫裝飾一體板兼具不同類型之所有油漆
及塗料產品之全部特點，並且可以直接應用於表面而毋須添加不同之隔熱材
料層。本集團是中國河南省安裝外牆保溫裝飾一體板之戰略建設合作夥伴。
本集團計劃於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推出具有隔熱功能之外牆保溫裝飾一體板。
隨著中國政府對建築節能之重視，董事預期對建築保溫行業之需求將與日俱
增。

4. 改進採購及購買流程

本集團將減少供應商數目，以達到規模經濟效益及降低購買價格（或獲得更
高的大量採購折扣）以及節省運輸時間及成本。預期此項改善工作將與本集
團之生產設施整合一同實施。通過改進採購及購買流程，董事預期本集團將
具有相對較強之議價能力，可降低所需原材料之價格。

5. 整合中國內地之生產設施

董事認為，本集團之大部分收益來自向華南客戶之銷售。就此而言，本集團
計劃繼續加強於中國廣東省深圳、中山及新豐之生產活動。董事相信，透過
增加此等生產設施之生產活動，生產成本將會減少而生產週期將會縮短，從
而可滿足中國廣東省高增長建築及製造業之新目標建築及製造業客戶之需求。
當中，本集團將繼續加強本集團於中國廣東省深圳生產設施之生產活動，令
該等生產設施成為本集團之主要生產樞紐及產品研發基地。

待可行性研究有結果後，本集團計劃於中國廣東省中山興建一座新的水性油
漆及塗料產品生產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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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述整合，董事將重新評估中國江蘇省徐州及中國湖北省鄂州生產設施
之生產活動規模及目前生產之油漆及塗料產品之性質，務求盡用此等設施以
促進本集團之利益。董事亦可能考慮將部分未充分利用之生產設施或物業租
予第三方以賺取租金收入。對於本集團目前通過未充分利用之生產設施所服
務地區之客戶，本集團現正研究以原設施製造商基準與選定之油漆及塗料製
造商進行生產合作。

董事認為，目前市況仍然充滿挑戰及具競爭性。董事將繼續審慎發展本集團業務，
並將增撥資源宣傳本集團之品牌油漆及塗料產品以及改善生產流程及技術。本集
團亦將增強分銷網絡以及以高增長及環保油漆及塗料產品為宣傳重點的銷售及市
場推廣活動。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股份。

企業管治
董事會深知妥善之企業管治常規的重要性及好處，故致力建立適合本集團業務之
最佳企業管治常規。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均有應用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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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列之所需標準。
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本身守則的標準。

代表董事會
中漆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定波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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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徐浩銓先生、李廣中先生及王詩遠先生，
非執行董事林定波先生及莊志坤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金卿女士、蔡裕民
先生及夏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