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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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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中心17樓1712－16室

法律顧問
香港法律

諾頓羅氏律師事務所

中國法律

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

百慕達法律

Appleby Spurling Hunter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宿遷分行

渣打銀行上海分行

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股份代號
香港聯合交易所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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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玻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3(c)）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4 193,367 205,210

銷售成本 (152,980) (139,426)

毛利 40,387 65,784

其他收入 119 37

其他收益淨額 48 42

分銷成本 (7,776) (4,867)

行政費用 (10,445) (8,639)

經營溢利 4 22,333 52,357

融資成本 5 (6,088) (3,274)

除稅前溢利 5 16,245 49,083

所得稅 6 (218) (5,329)

除稅後溢利 16,027 43,754

可供分配予：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16 16,027 37,164

　少數股東權益 16 — 6,590

除稅後溢利 16,027 43,754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8 0.06 0.14

第8至第21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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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為單位）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3(c)）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43,077 256,793

　商譽 14,113 14,113

　於根據經營租賃持有作自用的租賃

　　土地中擁有的權益 57,716 —

414,906 270,906

流動資產

　存貨 40,684 42,94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139,600 16,487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1 — 6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159,966 106,453

340,250 165,945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4,389 46,00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3 118,975 78,084

　應付直接和居間控股公司款項 14 — 39,190

　應付其他關聯公司款項 15 4,314 3,118

　應付所得稅 46 1,691

247,724 168,083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92,526 (2,138)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507,432 268,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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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為單位）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3(c)）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60,000 120,000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5 49,701 —

　遞延稅項負債 403 185

110,104 120,185

資產淨額 397,328 148,5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38,336 60,107

　儲備 349,092 88,476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87,428 148,583

少數股東權益 16 9,900 —

權益總額 16 397,328 148,583

第8至第21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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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的權益總額 3(c) 148,583 138,411

本期間淨溢利 3(c) 16,027 43,754

少數股東權益出資額 9,900 —

資本化發行 16(i) 128,946 —

透過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股份 16(ii) 208,934 —

股份發行支出 (25,210) —

因重組產生的權益變動 (89,852) —

於六月三十日的權益總額 397,328 182,165

第8至第21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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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 17,924 31,740

已付所得稅 (1,645) (6,073)

經營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16,279 25,667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68,998) (26,719)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106,232 (6,6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53,513 (7,738)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106,453 10,019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159,966 2,281

第8至第21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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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另有說明者外，以人民幣呈列）

1. 公司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在百慕達註冊

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為籌備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

上市，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完成重組（「重組」）以精簡集團架構，依此，

本公司成為本集團現時旗下各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

十三日在聯交所上市。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因重組而被視為持續經營實體，並已按照合併會計法入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截

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列期間」）整段期間（而並非自二零

零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起）本公司為本集團控股公司為基準編製。因此，本集團於呈列期間

的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或自彼等各自註冊成

立日期起（以較短期間為準）的財務報表，猶如現行集團架構在整個呈列期間一直存在。

集團內部往來的一切重大交易及結餘已於綜合賬目時抵銷。董事認為，按此基準編製的

綜合財務報表公允地呈列本集團的整體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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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本報告於二零

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獲准發出。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刊發的售股章程（「售股章程」）

所載本公司會計師報告（「會計師報告」）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將於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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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五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

3。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時，管理層需要按年度為基礎對應用會計

政策及資產與負債、收入及支出的呈報金額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資產與負債、收入及

支出的。實際結果或會與該等估計有所出入。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解釋附註選錄。該等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

刊發會計師報告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而言屬重大的事項及交易的解釋。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份財

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核

數準則第700號「委聘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董事會的獨立審

閱報告載於第22頁。

本中期財務報告有關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乃作為前期

呈報資料而載入，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而是源自會計師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載於售股章程會計師報告。會

計師報告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查閱。核數師已就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刊發的會計

師報告發表無保留意見。

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

詮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或可供提早

採納。董事會已基於現時已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釐定在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時預期將予採納的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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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時生效或可自願提早採納

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會受香港會計師公會於本中期報告刊發日期後所頒佈額外詮

釋或所公布其他變動的影響。因此，於本中期財務報告刊發日期尚未能明確確定本集團

將於編製該期間的財務報表時應用的政策。

以下所載為有關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會計期間會計政策變動的其他資料，

該等變動已於本中期財務報告內反映。

(a) 僱員購股權計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支付的開支」）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為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本集團須於損益表內

將有關購股權的公允價值確認為開支，或倘有關成本可按照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合資

格確認為資產，則列作資產。本集團將於權益的資本儲備內確認相應增加。

倘僱員必須達成歸屬條件後方可享有購股權，本集團則於歸屬期確認已授出購股權

的公允價值。否則，本集團會在授出購股權期間確認公允價值。

倘僱員選擇行使購股權，則有關資本儲備連同行使價一併轉撥至股本及股份溢價。

倘購股權未獲行使已告失效，有關資本儲備則直接轉撥至保留盈利。

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一項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集團僱員獲授予任何購股權。與以股份支付的開

支有關的政策變動不會對本中期財務報告造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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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銷正商譽及負商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

產減值」）

於過往期間內：

‧ 正商譽乃按其可用年限以直線法攤銷，在出現減值跡象時須進行減值測試；及

‧ 負商譽乃按所收購應計折舊／攤銷的非貨幣資產的加權平均可用年限攤銷，惟

倘負商譽關乎於收購日期已識別的預計日後虧損則除外。在此情況下，負商譽

乃於該等預計虧損產生時在損益表內確認。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本集團不再攤銷正商譽。正商譽須每年進行減值測試，包括年度初始確認以及出現

減值跡象時。當分配商譽的現金產生單位賬面值超過其可收回金額時，則確認減值

虧損。

此外，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倘在業務合併時

所收購資產淨額的公允價值超過已付代價（即按照過往會計政策原應列作負商譽的

金額），則超出金額於其產生時即時在損益表內確認。

有關正商譽的新訂會計政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過渡性安排毋須追溯應

用。因此，可資比較金額並無重列，而有關商譽的攤銷費用並未在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損益表內確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並無累計攤銷費用。

由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遞延的負商譽，故有關負商譽的政策變動

對中期財務報告並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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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少數股東權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

及獨立財務報表」）

於過往年度，於結算日的少數股東權益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內與負債分開呈列，並自

資產淨額中扣減。少數股東權益於該年度本集團的業績中亦於損益表內分開呈列，

作為在計算股東應佔溢利前的一項扣減。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為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

結算日的少數股東權益乃於綜合資產負債表的權益中呈列，與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

佔權益分開呈列，而於本集團該期間業績內的少數股東權益，則作為本期間溢利或

虧損總額在少數股東權益與母公司權益持有人之間的一項分配而於綜合損益表呈列。

於比較期間在綜合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股東權益變動表呈列的少數股東權益已據

此重列。

4.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營業地區劃分之分析列示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外 綜合

截至各年度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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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122,358 183,399 71,009 21,811 193,367 205,210

分部業績 21,318 59,304 19,069 6,480 40,387 65,784

未分配經營收入

　及支出 (18,054) (13,427)

經營溢利 22,333 5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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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中期報告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借貸利息 6,194 2,186

銀行費用及其他融資成本 975 1,088

借貸成本總額 7,169 3,274

減：用作在建工程的借貸成本 (1,081) —

6,088 3,274

土地租賃權益攤銷 631 —

折舊 15,864 15,106

利息收入 85 16

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  海外 — 5,329

遞延稅項 218 —

218 5,329

由於本集團於呈列期間並無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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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根據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定，本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  Success Castle

Limited 毋需分別向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附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須按中國法定企業所得稅稅

率33%繳納稅項。中國附屬公司均註冊為外商投資企業。根據適用於中國外商投資企業

的相關所得稅規則及規定，中國附屬公司已獲國家稅務局發出批文，可在抵銷過往年度

產生的可扣減虧損後（如有）首個獲利年度起，於首年和第二年免徵中國企業所得稅，並

於第三年至第五年減半徵收中國企業所得稅。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8.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人民幣16,027,000元及加權平均數274,000,000股普通股計算，且已計入本公司於售股章

程刊發日期已發行的270,000,000股普通股（猶如該等股份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已發行），以及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通過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

90,000,000股普通股。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人民幣37,164,000元及本公司於售股章程刊發日期已發行270,000,000股普通股計算，猶

如該等股份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發行。

由於在兩段呈列期間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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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中期報告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廠房及 機器

建築物 及設備 汽車 在建工程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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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

於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 124,065 259,491 1,118 10,295 394,969

增置 2,263 720 182 98,983 102,148

轉入／（轉出） 1,596 483 — (2,079) —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127,924 260,694 1,300 107,199 497,117

累計折舊：

於二零零五年

　一月一日 (18,307) (119,567) (302) — (138,176)

本期間折舊 (1,945) (13,880) (39) — (15,864)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20,252) (133,447) (341) — (154,040)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107,672 127,247 959 107,199 343,077

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05,758 139,924 816 10,295 25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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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總額 26,364 8,288

預付款、押金及其他應收款 10,388 8,199

應收包銷商的國際配售所得款項 102,848 —

139,600 16,487

所有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減值虧損）乃屬即期性質。管理層根據對個別客戶進行的

信用評價，提供給個別客戶最長為兩個月的信貸期（從發票日起計算）。

11.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  First Fortune Enterprises Limited 款項為無抵押、無息，及已於截至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償還。

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及現金 143,256 106,453

定期存款 16,710 —

於資產負債表及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9,966 10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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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中期報告

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22,861 22,760

預收客戶款 9,577 18,260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86,537 37,064

118,975 78,084

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預期將於一年內償還。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到期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或按要求償還 104,192 73,502

一個月後但於六個月內 4,423 3,802

超過六個月 10,360 780

118,975 78,084

14. 應付直接和居間控股公司款項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應付直接和居間控股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已於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以現金或根據重組發行本公司股份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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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15. 應付其他關聯公司款項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江蘇玻璃集團有限公司 54,015 1,544

宿遷市國有資產經營

　有限公司 — 1,544

聯想控股有限公司 — 30

54,015 3,118

減：須於一年內償還的款額 (4,314) (3,118)

須於一年後償還的款額 49,701 —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應付其他關聯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已於截至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清還。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應付關聯公司款項為

無抵押，按年利率6.12%計息，並須於二零零五年一月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期間每月分

期等額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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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中期報告

16. 資本及儲備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公積 法定公積金 其他公積 保留溢利 總額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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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60,000 — 22,000 11,626 — 28,753 122,379 16,032 138,411
本期間溢利 — — — — — 37,164 37,164 6,590 43,754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60,000 — 22,000 11,626 — 65,917 159,543 22,622 182,165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 60,000 — 22,000 11,626 — 65,917 159,543 22,622 182,165
本期間溢利 — — — — — 27,652 27,652 5,303 32,955
分配至儲備 — — — 16,851 — (16,851 ) — — —

向當時股東的分派 — — — — — (38,719 ) (38,719 ) — (38,719 )
收購少數股東權益 — — — — — — — (27,925 ) (27,925 )
發行股份 107 — — — — — 107 — 107

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60,107 — 22,000 28,477 — 37,999 148,583 — 148,583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60,107 — 22,000 28,477 — 37,999 148,583 — 148,583
本期間溢利 — — — — — 16,027 16,027 — 16,027
少數股東權益的出資額 — — — — — — — 9,900 9,900
資本化發行（附註 (i)） 28,646 100,300 — — — — 128,946 — 128,946
透過配售及公開發售

　發行股份（附註 (ii)） 9,584 199,350 — — — — 208,934 — 208,934
股份發行支出 — (25,210 ) — — — — (25,210 ) — (25,210 )
因重組產生的權益變動 (60,001 ) — — — (68,570 ) 38,719 (89,852 ) — (89,852 )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38,336 274,440 22,000 28,477 (68,570 ) 92,745 387,428 9,900 397,328

附註：

(i) 根據重組，獲授權將應付  First Fortune Enterprises Limited（「First Fortune」）、Swift Glory Investments
Limited（「Swift Glory」）及  Ample Best Holdings Limited（「Ample Best」）的墊款分別約人民幣108,000,000
元、人民幣15,000,000元及人民幣6,000,000元撥充資本，藉以分別向  First Fortune、Swift Glory 及
Ample Best 配發及發行7,341,000股、1,171,000股及488,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入賬列作繳足股份，作
為收購  Success Castle Limited 全部已發行股本的代價。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授權通過將本公司股份溢

價賬進賬項的人民幣28,000,000元撥充資本，藉以配發及發行26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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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ii)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後已額外發行及提呈9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
元的普通股以供認購，每股作價2.18港元。所得款項9,0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9,584,000元）相當於面
值總額，已計入本公司股本中。其餘所得款項187,2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199,350,000元）則計入股份
溢價賬。

(iii) 根據中國附屬公司的公司章程，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須設立一項不可分派的一般公積金及企業擴充基金。

中國附屬公司董事可酌情轉讓該等公積金。一般公積金僅可在有關當局批准下用作彌補上年度的虧損。企

業擴充基金則僅可在有關當局批准下用作擴充其生產業務。

17. 資本承擔

未償付而又未在本中期財務報告中提撥準備的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土地及建築物的承擔

—  已訂約 5,018 1,661

—  已授權但未訂約 — 94,673

5,018 96,334

機器及設備的承擔

—  已訂約 81,939 38,821

—  已授權但未訂約 45,472 143,928

127,411 182,749

承擔總額

—  已訂約 86,957 40,482

—  已授權但未訂約 45,472 238,601

132,429 27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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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中期報告

18. 重大關聯方交易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四日，本集團從江蘇玻璃集團有限公司購入了建築物及曾經以經營租

賃方式租用的有關土地的土地使用權。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

該幅土地已支付的經營租賃費用金額為人民幣1,188,000元。

購買土地使用權的代價為人民幣56,076,000元，並將於十年內分120期等額償還。於還款

期間，未償還金額以年利率6.12%計息。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止六個月，本集團已

向江蘇玻璃集團有限公司支付利息支出人民幣1,690,000元。

購買建築物的代價為人民幣1,764,000元，並已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支付予江蘇玻璃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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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國玻璃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獨立審閱報告

引言

本核數師已按　貴公司指示，審閱第3至21頁所載的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與核數師各自之責任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上市公司之中期財務報告的編製須符合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其相關規定。董事須對中期財務報告負

責，而該報告亦已經董事會批准。

本核數師之責任是根據審閱之結果，對中期財務報告出具獨立結論，並按照雙方所協定的應

聘書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本核數師不會就本報告的內

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已執行的審閱工作

本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核數準則第700號委聘審閱中期財務報告進行審閱。

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向管理層作出查詢，及對中期財務報告進行分析程序，然後根據結果評估　

貴公司之會計政策及呈報方式是否貫徹應用（惟已另作披露則除外）。審閱工作並不包括監控

測試及核證資產、負債及交易等審核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審核為小，故所提供的保證

程度較審核為低。因此，本核數師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發表審核意見。

審閱結論

按照本核數師審閱的結果，但此審閱並不作為審核之一部份，本核數師並無發現任何須在截

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作出重大修訂之事項。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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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目前經營兩條平板玻璃生產線，日熔化量900噸。本集團建造的第三條生產線已於九月

二十五日完工，將於十月一日點火投產。本集團的生產能力將擴大三分之二，日熔化量將提

升至1,500噸。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數據，二零零五年上半年，中國平板玻璃產量約達1.73億重量

箱，按年增長14.5%。而據中國平板玻璃行業協會對中國42家主要平板玻璃企業的統計數據顯

示，二零零五年銷售／生產比率為95%。與去年同期水平相當。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集團兩條平板玻璃生產線運作正常，日熔化量為900噸（二零零四年：

900噸）。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生產平板玻璃296萬重量箱（二零零四

年：300萬重量箱），或14.8萬噸（二零零四年：15萬噸），而銷售／生產比率持續達96%以上，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板玻璃銷售額達人民幣1.93億元（二零零四年：人民

幣2.05億元）。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集團銷售平板玻璃284萬重箱（二零零四年：300萬重箱）或

14.2萬噸（二零零四年：15萬噸），其中：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集團國內銷售平板玻璃192萬重

箱（二零零四年：270萬重箱）或9.6萬噸（二零零四年：13.5萬噸），下降約28.9%，銷售額達到

人民幣1.22億元，佔總銷售額的63.3%，銷售價格每重量箱人民幣63.7元，（二零零四年每重量

箱人民幣67.9元），下降約6.3%。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集團產品出口繼續保持大幅增長，銷

售92.1萬重量箱（二零零四年：30.5萬重量箱），或4.6萬噸（二零零四年：1.53萬噸），增長

202%，出口銷售額達到人民幣7,101萬元（二零零四年：2,181萬元），增長225.6%，出口銷售

額佔總銷售額的36.7%，出口平均銷售價每重量箱人民幣77.1元，（二零零四年：每重箱71.5

元），增長7.8%，出口銷售量及售價的增長，減輕了本集團國內銷售價下跌的不利影響，本年

較二零零四年同期，本集團產品整體平均售價僅下降不足1%至每重量箱人民幣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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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本年度首六個月銷售成本為人民幣1.53億元（二零零四年：人民幣1.39億元），比去年同

期上升9.7%，主要原因為原材料中的純鹼（生產平板玻璃的主要原料）上升所致，純鹼的平均

成本由去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1,071元每噸上升至本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1,521元，上升42%。

同期重油（生產平板玻璃的主要燃料）價格也在高位運行，本集團去年底其中一條生產線已採

用煤製品燃料來替代重油，在本年度已獲效果，燃料成本對比去年同期下降9.3%，本集團為

進一步控制製造成本及提升盈利能力，本年六月底另一條生產線也已採用煤製品燃料取代重

油，預期下半年將顯見成果。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製造成本為人民幣53.8

元／重箱，同比上升16%。

財務回顧

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毛利率為20.9%，去年同期則為32.1%，本集團毛利率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重油和純鹼的價格上升所致。同期本集團的除稅後溢利為1,603萬元，純利率為

8.3%，去年同期純利為4,375萬元，純利率為21.3%，而純利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上述原材

料中的重油及純鹼價格調整及銷售量比同下降使毛利下滑所致。另外，因出口分銷成本增加、

於去年二零零四年六月員工薪金增加及於二零零四年新增的銀行貸款致使融資成本增加，導

致除稅後溢利下降。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1.6億元（二零零四年：1.06億

元），及未償還銀行貸款為1.84億元（二零零四年：1.66億元）；債務權權益比率（貸款總額除以

總權益）為46.40%（二零零四年：111.72%），下降原因主要是因為收取上市融資所得款使資產

提高所致。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1.37（二

零零四年：0.99）；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0.47（二零零四年：0.66）。比率改變

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上市融資所得款使資產提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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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之現金儲備及經常性營運現金流量足以應付現時日常營運所需。然而，本集團將會按需

要考慮向外籌集資金，以發展業務。本集團將小心留意資本市場及債務市場的狀況，以及本

集團最新發展之情況，從而確保善用財政資源。

㶅率波動風險及有關對沖

本集團之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算。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營運支出

主要為人民幣，內銷以人民幣收取收益，而外銷則以美元收取收益。雖然央行宣布自二零零

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起在中國實行新的浮動㶅率制度，人民幣升值2%，但本集團認為這是對以

往人民幣價值的正常調整，未來人民幣是否升值將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隨着國內經

濟的持續發展，人民幣會繼續升值，但本集團認為在今年下半年出現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

故對其出口價格的影響並不重大。有鑒於此，本集團認為無須就對𢓭採用衍生工具，另外對

有關的外幣風險影響作定期的評估及監察。

展望

重油、純鹼等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將影響平板玻璃行業邊際利潤率。誠如售股章程內「風險因

素」一節所述，原材料及能源價格上漲可能對本公司的溢利率造成負面影響。本集團是中國少

數掌握用煤加工燃料替代重油生產平板玻璃的企業之一，該等替代產品將比使用重油的價格

低，本集團第三條生產線將主要生產大規格厚板玻璃，從而使產品結構進一步完善。本集團

將繼續加大產品出口力度，國際市場銷售價格相對國內售價穩定，有利於減緩原材料價格上

升及國內售價下降的影響。

中國的經濟增長及建築業的發展，對平板玻璃的需求將繼續保持強勁穩定增長。玻璃產品的

應用範圍也更加廣泛，並不斷進入新的使用領域。去年以來，中國平板玻璃的產能增長較快，

但中國政府繼續推行宏觀調控將使平板玻璃的產能增長逐步放緩。但仍將出現供大於求的問

題，正因如此，本集團在這段預期中的行業整合期內，將會把握及繼續尋找機會，以實現透

過並購重組加快發展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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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欣然提呈其中期報告，連同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的權益及／
或淡倉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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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或聯交所的權益及

／或淡倉如下：

於有關法團

本公司／ 的應佔權益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1) 概約百分比

周誠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2) 31,617,000股 (L) 8.78%

劉金鐸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3) 225,207,000股 (L) 62.56%

85,500,000股 (S)(4) 23.75%

劉金鐸 First Fortune 受控制法團權益 (5) 1股普通股 (L) 100%

　Enterprises

　Limited

　（「First Fortune」）

劉金鐸 聯想弘毅（國際） 受控制法團權益 (6) 6股普通股 (L) 60%

　有限公司

　（「弘毅國際」）

劉金鐸 Easylead 實益擁有人 1股普通股 (L) 331/3%

　Management

　Limited（「E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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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關法團
本公司／ 的應佔權益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1) 概約百分比

劉金鐸 Beijing Wanhang 受控制法團權益 (7) 680,000股普通股 (L) 85%
　Best Joint
　 Investment
　Adviser Ltd.

劉金鐸 Best Joint 受控制法團權益 (8) 100股普通股 (L) 100%
　 Investments
　Limited

劉金鐸 Brightway 受控制法團權益 (9) 85股L類股份 (L) 100%
　Enterprises Ltd.

劉金鐸 Grand Smart 受控制法團權益 (10) 1股普通股 (L) 100%
　Management
　Limited

劉金鐸 Kenmore 受控制法團權益 (11) 1股普通股 (L) 100%
　Enterprises
　Holdings Ltd.

劉金鐸 Kinluck 受控制法團權益 (12) 1股普通股 (L) 100%
　Enterprises Ltd.

劉金鐸 Milford Enterprises 受控制法團權益 (13) 1股普通股 (L) 100%
　Holdings Ltd.

劉金鐸 New Power 受控制法團權益 (14) 1股普通股 (L) 100%
　 Investments Inc.

劉金鐸 Norisa Investments 受控制法團權益 (15) 1股普通股 (L) 100%
　 Inc.

劉金鐸 Marketway 受控制法團權益 (16) 1股普通股 (L) 100%
　Development
　Limited

劉金鐸 Castle Power 受控制法團權益 (17) 1股普通股 (L) 100%
　Holding Limited

劉金鐸 Time Region 受控制法團權益 (18) 1股普通股 (L) 100%
　 Investments
　Limited

劉金鐸 Huge Option 受控制法團權益 (19) 1股普通股 (L) 100%
　 Investments
　Limited



董事會報告

28中國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於有關法團

本公司／ 的應佔權益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1) 概約百分比

劉金鐸 Newtone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 (20) 2股普通股 (L) 100%

劉金鐸 Sino Express 受控制法團權益 (21) 2股普通股 (L) 100%

　Limited

劉金鐸 Koway Investments 受控制法團權益 (22) 2股普通股 (L) 100%

　Limited

劉金鐸 Pacific Crown 受控制法團權益 (23) 2股普通股 (L) 100%

　Limited

劉金鐸 Rich Sunshine 受控制法團權益 (24) 2股普通股 (L) 100%

　Limited

劉金鐸 Goldsco Investments 受控制法團權益 (25) 2股普通股 (L) 100%

　Limited

附註：

(1) 「L」及「S」字母分別代表董事於該等證券中的好倉及淡倉。

(2) 該等股份由  Swift Glory 實益擁有，Swift Glory Investments Limited（「Swift Glory」）由周誠擁有
90%。彼將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3)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First Fortune 實益擁有。EML 由曹之江、張祖祥及劉金鐸各自
擁有三分之一。劉金鐸將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4) 該等股份其中的13,500,000股股份乃  First Fortune 與國泰君安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之間的借股協
議所指的股份；而其中72,000,000股股份為  First Fortune 根據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訂立的收購權
協議以  Pilkington Italy Limited 為受益人授出的首項收購權項下的股份。

(5)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附屬公司弘毅國際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
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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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該等股份由  EML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劉金鐸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7)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附屬公司弘毅國際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
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8)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附屬公司弘毅國際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
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9)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Best Joint Investments Limite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
祖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10) 該等股份由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Best Joint Investments Limite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
祖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11)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Brightway Enterprises Lt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
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12)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Brightway Enterprises Lt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
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13)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Brightway Enterprises Lt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
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14)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Brightway Enterprises Lt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
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15)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Brightway Enterprises Lt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
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16)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Brightway Enterprises Lt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
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董事會報告

30中國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17)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Brightway Enterprises Lt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
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18)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Brightway Enterprises Lt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
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19)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Brightway Enterprises Lt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
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20)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Kenmore Enterprises Holdings Lt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
江、張祖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
的權益。

(21)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Kinluck Enterprises Lt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祥及
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22)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Milford Enterprises Holdings Lt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
張祖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
益。

(23)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New Power Investments Inc.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
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24)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Norisa Investments Inc.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張祖祥及
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25) 該等股份由  EML 的間接附屬公司  Marketway Development Limited 實益擁有，EML 則由曹之江、
張祖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一。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金鐸將被當作擁有該等股份的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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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據董事所悉，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除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以外人士於本公司股

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或淡倉如

下：

本公司

姓名／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及類別 (1) 股權概約百分比

First Fortune 實益擁有人 225,207,000股 (L) 62.56%

85,500,000股 (S)(2)(3) 23.75%

弘毅國際 受控制法團權益 (4) 225,207,000股 (L) 62.56%

85,500,000股 (S)(2)(3) 23.75%

EML 受控制法團權益 (5) 225,207,000股 (L) 62.56%

85,500,000股 (S)(2)(3) 23.75%

南明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5) 225,207,000股 (L) 62.56%

85,500,000股 (S)(2)(3) 23.75%

曹之江 受控制法團權益 (6) 225,207,000股 (L) 62.56%

85,500,000股 (S)(2)(3) 23.75%

張祖祥 受控制法團權益 (6) 225,207,000股 (L) 62.56%

85,500,000股 (S)(2)(3) 23.75%

劉金鐸 受控制法團權益 (6) 225,207,000股 (L) 62.56%

85,500,000股 (S)(2)(3) 23.75%

聯想控股有限公司 (7) 受控制法團權益 (8) 225,207,000股 (L) 62.56%

85,500,000股 (S)(2)(3)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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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及類別 (1) 股權概約百分比

聯想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9) 225,207,000股 (L) 62.56%

　的職工持股會 85,500,000股 (S)(2)(3) 23.75%

Swift Glory 實益擁有人 31,617,000股 (L) 8.78%

周誠 受控制法團權益 (10) 31,617,000股 (L) 8.78%

Pilkington plc(11) 受控制法團權益 72,000,000股 (L) 20%

Pilkington Brothers 受控制法團權益 72,000,000股 (L) 20%

　Limited(12)

Pilkington Italy 實益擁有人 72,000,000股 (L) 20%

　Limited(13)

附註：

(1) 「L」及「S」字母分別代表該人士於該等證券中的好倉及淡倉。

(2) 其中13,500,000股股份乃  First Fortune 與國泰君安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之間的借股協議所指的股
份。

(3) 其中72,000,000股股份乃  First Fortune 根據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訂立的收購權協議以  Pilkington
Italy Limited 為受益人授出的首項收購權項下的股份。

(4) First Fortune 為弘毅國際的全資附屬公司。弘毅國際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被當作於該等
股份中擁有權益。

(5) 弘毅國際由  EML 擁有60%，並由南明有限公司擁有40%；EML 及南明有限公司將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被當作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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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ML 由曹之江、張祖祥及劉金鐸各自擁有三分之一，彼等各自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被
當作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7) 公司中文名稱「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的英文直譯是「Legend Holdings Limited」。

(8) 該等股份由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南明有限公司實益持有。

(9) 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的職工持股會為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權持有人，即後者全資擁有南明有限公司。

因此，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的職工持股會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被當作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
益。

(10) Swift Glory 由周誠擁有90%。周誠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被當作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11) Pilkington plc 乃一間英國上市公司。

(12) Pilkington Brothers Limited 乃  Pilkington plc 的直接附屬公司。

(13) Pilkington Italy Limited 乃一間於英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  Pilkington Brothers Limited 的直接全資
附屬公司。根據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訂立的收購權協議，有權收購本公司的20%經擴大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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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資本承擔

本集團資本承擔的詳情載於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7。

或有負債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為止，本集團並無重大的或有負債。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有條件地採納購股權計劃，以激勵合資格參與者竭誠服務，

從而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的價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為止，本公司未有根據購股權

計劃授出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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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持股量

基於公開予本公司查閱的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悉，截至本報告日期為止，本公司一直維持上市

規則訂明的公眾持股量。

人力資源及僱員薪酬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為止，本集團在中國和香港合共聘用約1,380位僱員（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約1,370位）。對比有關市場情況下，僱員薪酬保持在具競爭力之水平，並與表

現掛漖。

重大收購或出售

除售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報告期內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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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日後事項

於結算日後並無重大事項發生。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位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兩位為獨立董事。現有委員包括黃偉明先生

（主席）、宋軍先生和趙令歡先生。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以及外部核數師審閱本公司採

納的會計原則與慣例，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以及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投資者關係與溝通

本公司通過與機構投資者及分析員會面，積極推動投資者關係及增進溝通，以確保就本公司

的表現及發展維持雙向的溝通。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除下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

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第B.1.4條及C.3.4條，本公司應按要求提供薪酬委員會及審

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資料，並將此等資料載於本公司網站內。因本公司尚未建立本身之網站，

因而未能符合上述有關在網站提供該項資料之規定。然而，本公司會按要求提供該兩個委員

會之職權範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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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有關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本

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確認董事在報告期內已嚴格遵守標準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趙令歡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