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

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

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

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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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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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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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中國優材（控股）有

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

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其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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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如下：

— 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20.4百萬元（二零一三年：人民幣198.2百萬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增加11.2%；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利潤約為人民幣24.4百萬元（二零一三年：人民幣17.5百萬元），較

上個財政年度同期增加39.4%；

—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約993,094,000股（二零一三年：739,995,000股）加權平均數計算之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人民幣2.5分（二零一三年：人民幣2.4分）；及

—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未經審核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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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合併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 139,023 135,134 220,441 198,236

銷售成本 (98,323) (98,595) (155,363) (147,780)
      

毛利 4 40,700 36,539 65,078 50,456

其他收入 1,637 267 2,107 498

其他收益淨額 155 126 181 166

銷售開支 (1,691) (1,284) (2,569) (1,952)

行政開支 (16,620) (13,396) (29,117) (19,947)
      

經營溢利 24,181 22,252 35,680 29,221

融資成本 5(a) (3,121) (4,621) (6,968) (8,742)
      

除稅前溢利 5 21,060 17,631 28,712 20,479

所得稅 6 (3,136) (2,405) (4,360) (2,952)
      

期內本公司權益

 股東應佔溢利 17,924 15,226 24,352 17,527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7 0.018 0.020 0.025 0.024
      

第8至21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分。



未經審核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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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17,924 15,226 24,352 17,52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前及除稅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換算為呈列貨幣之匯兌差額 318 169 1,633 184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8,242 15,395 25,985 17,711
     

第8至21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分。



未經審核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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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83,156 200,792
 投資物業 9 16,551 8,776
 租賃預付款項 15,806 16,078
 無形資產 63 78
 遞延稅項資產 15 891 837
    

216,467 226,561
    

流動資產
 存貨 10 87,960 83,804
 貿易應收款項 11 12,856 11,85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545 20,5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172,174 67,788
    

290,535 183,97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3 1,712 1,453
 預收款項 371 18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4,946 27,451
 銀行及其他貸款 14(a) 53,000 149,660
 應付所得稅 1,068 2,472
    

71,097 181,219
    

流動資產淨值 219,438 2,75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35,905 229,31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4(b) 26,000 28,000
    

資產淨值 409,905 201,312
    

資本及儲備 16
 股本 7,921 5,954
 儲備 401,984 195,358
    

總權益 409,905 201,312
    

第8至21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分。



未經審核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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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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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 – 30 6,570 (81) 56,117 62,636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溢利 – – – – – 17,527 17,527
其他全面收益 – – – – 184 – 184        

全面收益總額 – – – – 184 17,527 17,711        

發行股份 1 85,288 – – – – 85,289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1 85,288 30 6,570 103 73,644 165,636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溢利 – – – – – 35,602 35,602
其他全面收益 – – – – 74 – 74        

全面收益總額 – – – – 74 35,602 35,676        

資本化發行 5,953 (5,953) – – – – –
分配至儲備 – – – 6,655 – (6,655) –        

5,953 (5,953) – 6,655 – (6,655) –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5,954 79,335 30 13,225 177 102,591 201,312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5,954 79,335 30 13,225 177 102,591 201,312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權益變動：
本期間溢利 – – – – – 24,352 24,352
其他全面收益 – – – – 1,633 – 1,633        

全面收益總額 – – – – 1,633 24,352 25,985        

藉配售發行股份（附註16(b)） 1,967 180,641 – – – – 182,608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7,921 259,976 30 13,225 1,810 126,943 409,905        

第8至21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分。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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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

經營產生╱（所用）的現金 34,839 (828)

已付所得稅 (5,818) (1,797)
    

經營活動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29,021 (2,625)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付款 (7,028) (24,98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 10,052

投資活動產生之其他現金流 871 (3,483)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6,157) (18,416)
    

融資活動

新增銀行貸款之所得款項 – 50,000

償還銀行及其他貸款 (98,660) (15,000)

藉配售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16(b)(i) 196,700 –

股份發行開支之付款 16(b)(i) (14,092) –

融資活動產生之其他現金流 (4,100) (7,113)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79,848 27,88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02,712 6,846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67,788 4,554

匯率變動影響 1,674 –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172,174 11,400
    

第8至21頁之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分。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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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中國優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根據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之開

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本公司股份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之簡

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加工處理、製造

及銷售木製品。

2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頒布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本財務報表於二零一四年八

月十三日獲授權刊發。

除了預期反映於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變動外，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所根據之會計政策與二零

一三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該等會計政策之變動詳情載於附註3。

於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管理層須作出相關判斷、估計及假設，以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4號。相關判

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所用政策和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年度呈報金額。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該等估計。

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及經選定解釋附註。附註包括對事項及交易之解釋，對理解本集團自二

零一三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有重大意義。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

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要求之所有資料。

該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

號（「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該中期財務報告，當

中包括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合併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之相關合併損益表、合併損

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解釋附註。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之合併損益表及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相關解釋附註並未根據香港審閱委

聘準則第2410號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提交予本公司董事會之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22頁。

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為先前已申報資料）並不構

成本公司就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惟該等財務資料乃取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查閱。核數師已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之報

告，表示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保留意見。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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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以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一項新詮釋，此等修訂於本集團之本會計期間首

次生效。其中，下列變動與本集團之中期財務報告有關：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投資實體之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之修訂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1號，徵費

該等發展對本集團於當前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列方式概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任

何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4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產品分類經營其業務。為與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內部匯報資料以分配資源及評估業績之方式一

致，本集團已呈報以下兩個可呈報分部：經處理板材及經處理集成材。並無彙拼經營分部，以組成下列可呈

報分部。

• 經處理板材：本分部生產及銷售的板材，經過本集團自家開發的木材處理工藝，以及按客戶指定規格

進行切薄和刨光。

• 經處理集成材：本分部銷售透過拼接經處理板材切邊工藝生產的切料經加壓、切成薄片而製成的板材。

就分部表現評估及分部間資源分配而言，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按以下基準監管各可呈報分部之應佔業績：

收入及開支參照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及該等分部產生的開支，分配至可呈報分部。呈報分部業績以毛利計

算。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出現分部間銷售。本集團之其他經營開支，如

銷售及行政開支，以及資產及負債，包括分享技術專長，不計入個別分部。據此，無論是分部資產及負債的

資料，抑或是有關資本開支、利息收入及利息開支的資料，均不作呈列。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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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提供之有關本集團可呈報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處理

板材

經處理

集成材 總計

經處理

板材

經處理

集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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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營業額及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117,937 21,086 139,023 183,959 36,482 220,441
       

可呈報分部毛利 39,061 1,639 40,700 61,008 4,070 65,078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處理

板材

經處理

集成材 總計

經處理

板材

經處理

集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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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營業額及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107,372 27,762 135,134 154,484 43,752 198,236
       

可呈報分部毛利 34,684 1,855 36,539 46,207 4,249 50,456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a)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1,284 4,113 3,885 7,836

銀行收費及其他融資成本 8 508 142 906
     

借貸成本總額 1,292 4,621 4,027 8,742

外匯虧損淨額 1,829 – 2,941 –
     

3,121 4,621 6,968 8,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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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續）
(b) 員工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5,969 4,984 10,634 8,391

向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691 612 1,219 980     

6,660 5,596 11,853 9,371     

(c)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及攤銷 4,677 5,031 9,409 8,37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附註8(a)） (92) – (92) –

廠房及樓宇之經營租賃開支 846 257 1,153 501

研發成本（包括與員工成本有關的成本，

 於附註5(b)披露） 8,988 6,406 15,047 7,978

利息收入 (586) (11) (765) (17)

存貨成本（附註10(b)） 98,323 98,595 155,363 14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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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3,240 2,434 4,414 3,261

遞延稅項（附註15）：

 — 產生及撥回之暫時性差額 (104) (29) (54) (309)     

3,136 2,405 4,360 2,952     

本公司及本集團附屬公司分別於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根據各自註冊成立國家的法例及法

規，毋須繳付任何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16.5%（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

公司及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並無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零元），因此概無就香港利得稅進行撥備。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25%（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該附屬公司獲稅務局認可作為高新技

術企業納稅。根據該認可，該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止三年期間，可享受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

稅率15%。除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外，該附屬公司亦享有額外抵扣額，計算依據為該附屬公司產生的合

資格研發成本的50%。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以人民幣列示）

中期業績報告 2014

中國優材（控股）有限公司13

7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

24,352,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527,000元）及中期期間內993,094,000

股已發行普通股（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39,995,000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現

列載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於四月一日╱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1,000,000 100 750,000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向

 最終控股公司發行股份之影響 – – –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向

 最終控股公司發行股份之紅股

 部分影響 – – – 89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向

 本公司其他權益股東發行股份之影響 – – – 4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之

 資本化發行影響 – 749,900 – 739,897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藉配售而

 發行股份之影響 – – 243,094 –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0,000 750,000 993,094 739,995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公司概無任何潛在發行在外的攤薄股份，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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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a) 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資本開支人民幣5,241,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1,899,000元）。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出售賬面淨值為

人民幣5,874,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零元），產

生出售收益人民幣92,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零元）。

(b) 重新分類至投資物業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重新分類賬面淨值為人民幣8,118,000元之物業、廠房

及設備至投資物業（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零元）。

9 投資物業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成本：

於一月一日 9,572 9,572

自物業、廠房及設備重新分類（附註8(b)） 9,783 –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19,355 9,572
   

累計攤銷：

於一月一日 (796) (341)

期╱年內攤銷 (343) (455)

自物業、廠房及設備重新分類（附註8(b)） (1,665) –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2,804) (796)
   

賬面淨值：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16,551 8,776
   

附註：

(i) 本集團持有的投資物業位於中國。

(ii) 根據經營租約出租投資物業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出租投資物業。租賃期最初為二至五年，於到期後可選擇續期，屆時會重新商討所有條款。此租賃不

包括或然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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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物業（續）
附註：（續）

(ii) （續）

於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下，本集團的應收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1,927 863

一年後但五年內 2,201 1,834
   

4,128 2,697
   

10 存貨
(a) 合併財務狀況表之存貨包括：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36,390 35,517

在製品 23,237 24,543

成品 28,333 23,744
   

87,960 83,804
   

(b) 於期內確認為開支並計入合併損益表之存貨金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出售存貨之賬面值 155,363 14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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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第三方之貿易款項 12,856 11,859
   

所有貿易應收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一般要求所有客戶在發貨前以現金支付貨款，惟因應管理層根據對個別客戶進行信貸評估，則可能授予客戶

30日的信貸期。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根據發票日期及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為一個月內，無逾期或減值 12,856 11,859
   

無逾期或減值的應收款項為與近期概無違約紀錄的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驗，由於信貸水平並無重大變動，

加上本公司依然認為該等結餘可予悉數收回，故管理層相信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

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手頭現金 172,174 67,788
   

本集團之中國業務以人民幣營運。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而資金在滙出中國境外時，須受中國政府實施的外

滙管制法規所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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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第三方之貿易款項 1,712 1,453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根據到期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 1,712 1,453
   

所有貿易應付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結清或按要求償還。

14 銀行及其他貸款
(a) 本集團之短期銀行及其他貸款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銀行貸款：

 — 有抵押及有擔保（附註 (i)） – 20,000

 — 有抵押（附註 (i)） 50,000 50,000

來自第三方之其他貸款：

 — 無抵押及無擔保 – 77,660
   

50,000 147,660

加：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分（附註14(b)） 3,000 2,000
   

53,000 149,660
   

附註 (i)：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短期銀行貸款有抵押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和土地使用權的賬面總值為

人民幣69,309,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1,86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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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及其他貸款（續）
(b) 本集團長期銀行貸款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長期銀行貸款

 — 有抵押（附註 (i)） 29,000 30,000

減：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分（附註14(a)） (3,000) (2,000)
   

26,000 28,000
   

本集團長期銀行貸款之還款情況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或按要求 3,000 2,000

一年後但兩年內 26,000 28,000
   

29,000 30,000
   

附註 (i)：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長期銀行貸款抵押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及土地使用權之賬面總值

為人民幣50,018,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1,062,000元）。

所有非即期計息借貸乃按攤餘成本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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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於年╱期內，於合併財務狀況表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各部分及變動如下：

遞延稅項產生自：

資產 —

應計開支及

政府補貼

及相關攤銷

負債 —

收購附屬公司

所涉及的

物業、廠房及

設備及租賃

預付款項的

公允價值

調整及相關

折舊及攤銷 淨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408 (91) 317

計入合併損益表 508 12 52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16 (79) 837

計入合併損益表（附註6） 48 6 5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964 (73)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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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i) 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之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零元）。

(ii) 於中期批准歸屬於過往財政年度的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零元）。

(b) 股本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750,000,000 5,954 1 –

發行股份（附註 (i)） 250,000,000 1,967 – –

透過資本化已收取之墊付股本

 發行股份 – – 99,999 1

資本化發行 – – 749,900,000 5,953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0 7,921 750,000,000 5,954
     

附註 (i)：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本公司股份以配售方式於聯交所上市，當中已發行25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

股份，並以每股1.00港元之價格配售股份。所得款項2,50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1,967,000元）已按其面值計

入至本公司之股本。所得款項餘額229,828,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180,641,000元），已扣除股份發行開支約人

民幣14,092,000元，並已計入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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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大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於期內進行之重大關聯方交易載列如下。

(a) 與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取得不附息墊款增加淨額 – 1,908
   

(b)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1,495 571

退休計劃供款 67 57
   

1,562 628
   

18 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計量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按公允價值計量之金融工具。

本集團按成本或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工具之賬面值，與其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公允價值並無重大差異。

19 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的應付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以內 1,748 218

一年以上但五年以內 2,882 60
   

4,630 278
   



獨立核數師報告

中期業績報告 2014

中國優材（控股）有限公司 22

致中國優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之審閱報告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吾等已審閱列載於第3至21頁的中期財務報告，包括中國優材（控股）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合併財

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合併損益表、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合併權益變動表及簡明合併

現金流量表及解釋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告必須符合以上規

則的有關條文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董事須負責根據國際會計準

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中期財務報告。

吾等的責任是根據吾等對中期財務報告的審閱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之外本報

告別無其他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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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閱範圍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

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

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故不能令吾等可保證吾等

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吾等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吾等的審閱，吾等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吾等相信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中期財務報告在各重大方面未

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其他事宜
在不發表保留審閱結論之情況下，吾等謹請 閣下留意，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

之合併損益表及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解釋附註並未根據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進行審閱。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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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從事加工、製造及銷售經處理板材（定義見下文）及經處理集成

材（定義見下文）（統稱為「經處理木產品」）。本集團之 經處理木產品可作為天然實木的替代品，廣泛應用於傢俱製

作及室內裝飾領域。

經處理板材
經處理板材（「經處理板材」）為本集團的主要產品，其主要由楊木板材 — 經本集團的木材處理工藝處理後 — 製成。

經本集團的木材處理工藝處理後，楊木板材隨後按客戶要求的尺寸及其他規格刨光及切成條狀板材。本集團經處

理板材一般用來製作地板、門、共鳴箱及傢俱。

本集團亦向其客戶提供較少刨光流程經處理板材，其涉及較少的生產工序，並可減少生產原料浪費。

經處理集成材
經處理集成材（「經處理集成材」）是本集團的另一產品類型。經過木材處理工藝處理後，經處理板材會整修成所需

規格。於該切邊工藝中所生產的切料及小塊木材會切片、加壓及進一步加工製成經處理集成材。經處理集成材為

以標準尺寸成形的木板板材，一般用來製作木傢俱、門及窗框。

銷售及市場推廣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有經處理木產品均出售予中國客戶。該等客戶主要包括地板、共

鳴箱、傢俱、門及窗框製造商及板材批發商。為擴大及鞏固本集團之市場份額，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參與於北京、上海及東莞舉行的三個展覽。此外，本集團現正分別於北京、成都及上海開設

三間銷售辦事處。該等銷售辦事處預期於本年度第三季度開始營運。

研發
為保障本集團之自主發明知識產權，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於中國申請註冊四項發明專利。四項專利中，其

中三項發明專利之註冊分別為「一種速生材的浸漬方法」、「一種速生材浸漬液」及「一種速生材浸漬液的製備方法」，

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獲得批准。本集團將繼續於研發結果令人滿意時申請註冊其他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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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四月，本集團的產品通過基於歐洲化學品管理署（「ECHA」）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公佈的供

授權審議的高關注物質（「SVHC」）候選清單（根據歐盟第1907/2006號REACH法規）對151種高關注物質所進行的篩

分測試，其涉及（其中包括）就使用化學物質的化學規定的註冊、評估、授權及限制以及化學物質對人體健康及環

境的潛在影響。此外，本集團產品亦符合歐盟玩具指令2009/48/EC協調標準EN71-3:2013元素遷移（針對：可以刮

取玩具材料）的規定，並通過十九種重金屬元素的測試。上述測試由一間獨立測試及認證機構進行。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開始將浸漬液用於針葉樹（例如松木）及闊葉樹種（如橡膠木）之研

發，以提升該等樹種之技術規格及觀察該等木材是否可用於生產本集團之經處理木產品。

此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新安裝七台熱壓機，而所有熱壓機經已投產。使用該等新熱

壓機將提升本集團之產品質量。

其他業務發展
於二零一三年，本集團具有五條生產線，以生產經處理集成材。由於本集團有意減少經處理集成材之銷售，集中

銷售經處理板材，本集團已將五條經處理集成材之生產線其中三條按賬面淨值約人民幣5.9百萬元出售予本集團其

中一名客戶，溢利為人民幣92,000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上市日期」），本公司股份成功於創業板上市（「上市」）。本公司之配售（「配售」）所得款項

淨額（扣除上市相關開支後）約為229.6百萬港元，而250,000,000股新股已根據配售按發行價每股1.0港元發行。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98.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2.2百萬元或

11.2%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20.4百萬元。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經處理板材營業額增

加。

經處理板材之平均售價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立方米約人民幣3,558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立方米約人民幣3,865元。經處理集成材之平均售價亦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每立方米約人民幣3,939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立方米約人民幣4,359元。

平均售價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經處理木產品的品質及市場知名度提高帶動，與此同時本集團能夠將部分成本增幅

轉嫁至客戶所致。此外，由於本集團經處理板材的需求不斷上升，經處理板材之銷量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3,415立方米，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7,598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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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分部劃分之營業額
按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銷量
（立方米）

人民幣
千元 %

銷量

（立方米）

人民幣

千元 %

銷量
（立方米）

人民幣
千元 %

銷量

（立方米）

人民幣

千元 %

經處理板材 30,995 117,937 84.8 29,280 107,372 79.5 47,598 183,959 83.5 43,415 154,484 77.9

經處理集成材 4,837 21,086 15.2 7,106 27,762 20.5 8,369 36,482 16.5 11,106 43,752 22.1             

35,832 139,023 100.0 36,386 135,134 100.0 55,967 220,441 100.0 54,521 198,236 100.0
             

本集團產品每立方米的平均售價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經處理板材 3,805 3,667 3,865 3,558

經處理集成材 4,359 3,907 4,359 3,939

整體平均價 3,880 3,714 3,939 3,636
     

經處理板材
經處理板材之銷售收益增長約人民幣29.5百萬元或19.1%，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54.5百萬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84.0百萬元。經處理板材銷售上升，主要因

為市場日趨接受本集團之經處理板材，其需求亦告增加，經處理板材的銷售百分比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約77.9%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83.5%。本集團已計劃大力發展經處理板材的

銷售，其產生的邊際利潤高於經處理集成材。

隨著本集團經處理板材的產品品質提高，市場知名度上升及需求不斷增加，本集團的平均售價由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每立方米人民幣3,558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每立方米人民幣3,86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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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處理集成材
經處理集成材之銷售收益減少約16.7%，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3.8百萬元減至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6.5百萬元。收益減少主要因為本集團擬降低經處理集成材的銷售，

並集中力量銷售經處理板材，此乃由於生產經處理板材所需生產流程較少，讓本集團可更有效率運用其產能。由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產能主要運用於製造經處理板材，以致經處理集成材的銷售下跌。

儘管經處理集成材的銷量下跌約2,737立方米或24.6%，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1,106立方米，

跌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369立方米，其平均售價仍憑藉產品品質提高而由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每立方米人民幣3,939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每立方米人民幣4,359

元。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從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47.8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7.6百萬元或

5.1%，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55.4百萬元。該增幅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中國木材及其他生產材料的採購成本普遍上升。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50.5百萬元，增加約28.9%或人民幣14.6百萬元，

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65.1百萬元。本集團毛利增加乃主要歸因於本集團產品的銷量

及平均售價上升（部分被銷售成本增幅所抵銷）。

按分部劃分之毛利率
本集團之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5.5%，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約29.5%。增幅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處理板材平均售價，較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平均售價上升約8.3%，超過生產材料成本上升幅度。本集團經處理木產品的平均售

價上升，則主要因為本集團產品之品質及市場知名度提高。

經處理板材
經處理板材之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29.9%，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約33.2%。增幅主要由於經處理板材的平均售價上升，此乃由於本集團經處理板材的產品品質提高，市場知

名度上升及需求不斷增加，部分被銷售成本增幅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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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處理集成材
經處理集成材之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9.7%，微升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約11.2%。增幅主要由於其平均售價上升，部分被銷售成本增幅所抵銷。

本集團經處理集成材的毛利率較經處理板材為低，原因是其乃由經處理板材生產流程中產生的切料製成，而該等

切料的形狀及尺寸不一致。加工該等切料需要更多生產流程，當中亦消耗更多生產原料及增加人手。因此，已出

售經處理集成材的每立方米平均銷售成本較經處理板材為高，而經處理集成材的平均售價普遍低於傳統經處理板

材，導致經處理集成材毛利率較低。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租金收入、來自政府補助的收入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是指本集團向兩名為獨立第三方之本公司客

戶出租部份投資物業所產生的收入。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租金收入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約人

民幣395,000元，乃由於本集團向一名客戶出租投資物業，租期自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起為期兩年。政府補助由人

民幣50,000元增加人民幣466,000元，至人民幣516,000元，因為本集團獲得邯鄲市林業局、魏縣財政局及河北省

財政廳更多的補助，供興建木材加工設施之用，以及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接獲魏縣地方

稅務局退稅。利息收入指本集團的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本集團的利息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約人民幣17,000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65,000元，因為配售所得款項之

部分未動用資金已存入銀行作為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短期定期存款。

其他收益淨額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收益淨額主要是指銷售廢料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

益。

銷售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0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6百萬元，增幅約30.0%或人民幣0.6百萬元。該升幅主要由於本集團北京及成都新設分

支辦事處（預期於本年度第三季開展業務）之租金開支顯著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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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9.9百萬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9.1百萬元，大幅增加約46.2%或人民幣9.2百萬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研發開支及員工成

本增加所致。本集團的研發開支增加約人民幣7.0百萬元，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8.0

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15.0百萬元，因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新開展兩個研發項目而導致所用之生產材料有所增加。員工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8百萬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9百萬元，此乃主要由於管理

層人數增加及上市後高級管理層酬金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8.7百萬元，跌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0百萬元。該跌幅乃主要歸因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利息開支及相關銀行

及融資費用下跌約人民幣4.6百萬元，此乃由於償還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所致。有關跌幅主要因為於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貶值所致之匯兌虧損增加約人民幣2.9百萬元所抵銷部分，匯兌虧損產生自本

集團之人民幣存款。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0百萬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4百萬元。該增幅乃主要歸因於除稅前溢利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

民幣20.5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8.7百萬元。

期內溢利
由於上文所討論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本集團的期內溢利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7.5

百萬元，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4.4百萬元。此外，本集團的純利率由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8.8%，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1.1%。增幅主要是由於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增加。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及庫務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流動比率 4.09 1.02

資產負債比率* 0.23 1.03

* 乃按期末的總負債除以總權益計算得出。總負債指並非在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的應付款項（總負債減貿易應付款項及預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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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4.09倍，而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則為1.02倍。

流動比率上升主要由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67.8百萬元，大幅增加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172.2百萬元，此乃由於配售及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籌集之所得款項淨額

及上市後償還短期貸款令本集團有關貸款大幅減少。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0.23，

而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比率則為1.03。有關減幅主要由於上市後股份溢價急升導致本公司股本

基礎擴大、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累計溢利增加以及短期貸款大幅減少所致。

本集團財務部密切監察本集團的現金流量狀況，確保本集團擁有充足的可動用營運資金，可以符合營運需要。財

務部計及貿易應收款項、貿易應付款項、手頭及銀行現金、償還銀行及其他貸款、行政及資本開支，以編製本集

團的現金流量預測，測報本集團未來的流動資金。

於上市後，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的現金流、上市配售本公司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本集團的現金儲備及銀行

與其他借款為本集團的資本開支及經營需求撥資。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零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及土地使用權（賬面值約為人民幣119.3百萬元（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2.9百萬元））及銀行存款（賬面值約為人民幣零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2.0百萬元））已抵押予第三方或銀行，以取得銀行借貸。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涉及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資本架構
本集團之股份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在創業板成功上市。自上市日期以來，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無任何變動。本

集團之資本僅包括普通股。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業績報告 2014

中國優材（控股）有限公司 30

外幣風險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結算。本集團管理層注意

到近期人民幣兌港元之匯率波動，且認為目前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並無重大不利影響。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

政策。然而，管理層會監察外匯風險，並將考慮在需要時對沖重大之外幣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重視與僱員保持良好關係。董事認為，為本集團僱員提供優越的工作環境及福利，有助建立良好員工關係

及挽留員工。本集團繼續為新員工及在職員工提供培訓，以增進其技術知識。本集團亦為生產部員工提供消防及

生產安全培訓。董事相信，該等舉措有助提高生產力及效率。

本集團的酬薪政策乃根據各員工的表現制定並進行定期檢討。本集團亦會因應盈利情況及員工表現，酌情發放花

紅予僱員以鼓勵彼等對本集團作出貢獻。制定本集團執行董事薪酬方案之主要目標乃在於本集團按所達致的公司

目標將彼等的補償與業績掛鈎，藉此挽留及激勵執行董事。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以檢討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及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整體酬金的架構，其中已考慮

到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個人工作表現和相若的市場慣例。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僱用430名員工，總員工成本為人民幣11.9百萬元（二零一三年：人民幣9.4

百萬元）。本公司維持一項購股權計劃，以向參與者就彼等為本集團作出的貢獻提供獎勵及報酬。於本報告日期，

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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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之比較

以下分析比較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業務目標，以及本集團自上市日期起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回顧期間」）之實際業務進展：

招股章程所載由上市日期起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業務目標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實際業務進展

加強研發能力

— 與其他研究機構建立合作關係 — 正在物色合適的研究機構

— 完善及改良浸漬液 — 已完成兩個研究項目及等候測試報告結果

— 購買物料作研究用途 — 購入楊樹原木、針葉樹（如松木）及闊葉樹（如橡膠木）

等樹木品種作研究用途

繼續擴充銷售網絡

— 聘用額外營銷人員 — 於設立分支辦事處後將增聘市場營銷人員

— 參與各大貿易展會及組織產品營銷活動 — 參與三個分別於北京、上海及東莞舉辦的展覽

— 於北京、四川及廣東等主要城市 

或省份成立分支辦事處

— 現正於北京、成都及上海成立三個銷售辦事處

增加產量及綜合生產經營

— 收購新生產設備 — 完成安裝七台新增熱壓機及車間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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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之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29.6百萬港元（已扣除上市相關開支），其乃根據配售事項，250,000,000股

新股已獲發行，每股作價1.0港元。

於回顧期間，源自配售之所得款項淨額已按下述方式使用：

招股章程所載由上市日期起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業務目標

招股章程所載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之

所得款項計劃用途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之

所得款項實際用途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1. 加強研發能力 8.1 8.1

2. 繼續擴充銷售網絡 5.4 1.2

3. 增加產量及綜合生產經營 2.5 2.5

於北京、上海及成都開設分處預期於二零一四年第三季落成，然而由於有所延誤，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已動用之所得款項金額較原定金額減少約4.2百萬港元。

如招股章程披露，本集團擬動用配售所得的約29.7%或68.2百萬港元（根據來自配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約229.6百萬

港元計算）償還貸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59.9百萬港元，以償還銀

行及其他貸款。

董事將持續評估本集團之業務目標，或會因應市況轉變而改動或修訂計劃，為本集團爭取可持續業務增長。

所有未動用餘額已存放於香港及中國持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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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披露
本集團遷出三項辦公室物業及一個倉庫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本集團在中國租賃四項物業。所有租

賃合約均未向中國行政部門有關當局登記，其中一項物業之出租人未能出示樓宇擁有權證書。在該四項物業當中，

三項用作本集團之辦公室物業，其餘一項為倉庫。此外，三項辦公室物業的用途與樓宇擁有權證書所載之指定用

途不符。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之倉庫已遷至位於本集團在河北省邯鄲市魏縣之生產設施內。另外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亦已租用新辦公室，而三個辦公室物業之租約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終止。本集團已向有關當局登記新辦公室

之租賃協議。該物業之擁有人能向本集團出示樓宇擁有權證書，且與該物業作為辦公室與樓宇擁有權證書所載之

指定用途一致。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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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條文被認為或視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須登記於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備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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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i) 本公司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好倉╱淡倉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股權之

概約百分比

閻峻女士（附註）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713,250,000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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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公司之相聯法團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相聯法團股權之

概約百分比

閻峻女士 佳圖控股有限公司

 （附註）

實益擁有人 100 100%

附註： 佳圖控股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閻峻女士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閻峻女士被視為於佳圖持有之

713,25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已於或被視為於本公司及其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備

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下列人士（董事或本公司首席執行官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之權益或淡倉，或須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須備存之本公司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名稱 權益性質 證券數目

概約股權

百分比

佳圖控股有限公司（附註） 實益權益 713,250,000

股股份

71.3%

附註： 佳圖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閻峻女士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閻峻女士被視為於佳圖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之

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概不知悉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首席執行官除外）於本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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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須登記於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備存之本公司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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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展望
未來，本集團擬進一步提升中國市場對經處理木產品之接納程度。為達成此目標，本集團將繼續：(1)擴充產能及

整合製造業務；(2)擴大經處理木產品應用範圍及改良其品質；及 (3)擴大銷售網絡。

董事、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之競爭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參與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競

爭或可能競爭之業務，或於當中擁有權益及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而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04條予以披露。

合規顧問之權益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A.19條，本公司已委任國泰君安融資有限公司（「國泰君安」）為合規顧問。誠如國泰君安

所述，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國泰君安及其任何董事或僱員或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

股本中擁有或可能擁有任何權益（包括認購有關證券之購股權或權利），而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A.32條知會

本公司，惟本公司與國泰君安訂立之合規顧問協議除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上市日期起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認為，自上市日期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規管本公司所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

款不比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交易之規定準則寬鬆。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

自上市日期開始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條文。全體董事宣稱彼等自上市日期開

始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交易的規定準則。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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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合約中的權益
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於本年度之年結日或任何時間仍然存續而董事於其中擁有重大利

益的重要合約。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職權範圍乃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乃檢討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系統。審核委員會有三名成員，

由本公司的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英傑先生、蒲俊文先生及張達立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主席為劉英傑先生。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中國優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閻峻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閻峻女士及李理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達立先生、蒲俊文先生及劉英傑先生。

本報告備有中英文版。如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