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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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GLASS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玻 璃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00）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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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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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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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1,140,690 1,260,392

銷售成本  (933,983) (1,035,647)
   

毛利 3 206,707 224,745

其他收入  20,715 12,356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4 51,298 (585)

分銷成本  (35,606) (42,815)

行政費用  (114,283) (119,945)
   

經營溢利  128,831 73,75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50) (70)

融資成本 5(a) (41,281) (45,993)
   

除稅前溢利 5 87,500 27,693

所得稅 6 (37,302) (14,954)
   

本期間溢利  50,198 12,739
   

可供分配予：
 本公司權益股東  39,912 13,114

 非控制股東權益  10,286 (375)
   

本期間溢利  50,198 12,739
   

每股盈利（人民幣分）
 基本 7(a) 2.557 0.852
   

 攤薄 7(b) 2.556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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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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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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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溢利 50,198 12,73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前及除稅後）︰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為呈報貨幣產生的匯兌差額 (3,167) (5,39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7,031 7,344
  

可供分配予：
 本公司權益股東 36,745 7,719

 非控制股東權益 10,286 (37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7,031 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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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呈列）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51,925 3,545,171
 租賃預付款  252,714 272,154
 無形資產  31,128 38,587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50 600
 可供出售投資  1,000 1,000
 遞延稅項資產  111,984 124,824
   

  3,949,301 3,982,336
   

流動資產
 存貨  503,430 403,25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8 927,381 664,699
 預付所得稅  4,927 7,53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1,650 467,918
   

  1,987,388 1,543,40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9 1,908,185 1,580,216
 銀行及其他貸款  1,158,916 1,193,357
 無抵押票據  95,829 –
 融資租賃債務  21,143 –
 應付所得稅  59,943 58,636
   

  3,244,016 2,832,209
   

   

流動負債淨額  (1,256,628) (1,288,80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692,673 2,693,534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  108,022 173,728
 無抵押票據  – 95,027
 融資租賃債務  122,070 –
 遞延稅項負債  32,162 29,482
   

  262,254 298,237
   

   

資產淨值  2,430,419 2,395,297
   

資本及儲備 10
 股本  74,553 74,553
 儲備  2,097,167 2,072,331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2,171,720 2,146,884
非控制股東權益  258,699 248,413
   

權益總額  2,430,419 2,39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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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符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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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的規定。本報告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除預期於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中顯示的會計政策變更外，本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二零
一三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有關會計政策變更的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資料方面，管理層須每年進行判斷、估計及假設，
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影響會計政策應用及截至結算日止年度的資產與負債、收入及支出
呈報金額。實際結果或會與該等估計有所出入。

本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及解釋附註摘錄。該等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刊發
二零一三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轉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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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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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報表所需的一切資料。

本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惟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
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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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務資料乃前期呈
報資料，並不屬於本公司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而是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查閱。核數師已在二
零一四年三月十七日刊發的報告中表示對該等財務報表無保留意見。



6

2 會計政策變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若干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以及一項新的詮釋公告。其中，以下發展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有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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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號的修訂，
投資實體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修訂，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的修訂，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徵收費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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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號的修訂，投資實
體

該等修訂放寬符合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所界定「投資實體」的母公司的綜合入賬要
求。投資實體須按公允價值於損益中計量彼等的附屬公司。由於本公司並不符合投資實體的
定義，故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並無任何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修訂，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修訂本釐清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抵銷準則。由於該等修訂與本集團
已採納的政策一致，故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並無任何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的修訂，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的修訂修改已減值非金融資產的披露規定。其中，該等修訂擴大對可收
回金額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計算的已減值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的披露規定。由於本集團的
已減值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並非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計算，故該等修訂對本
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並無影響。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徵收費

該詮釋公告對何時確認徵收費產生的相關負債提供了指引。由於此詮釋與本集團目前的會計
政策一致，因此不會對本集團之中期財務報告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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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產品管理其業務。與出於分配資源以及評估表現的目的而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
層作內部報告的資料一致的方式，本集團列報以下四個經營分部。並無彙集經營分部，以構
成以下可呈報分部：

• 無色玻璃產品：本分部生產、推廣及分銷無色玻璃產品。

• 有色玻璃產品：本分部生產、推廣及分銷有色玻璃產品。

• 鍍膜玻璃產品：本分部生產、推廣及分銷鍍膜玻璃產品。

• 節能及新能源玻璃產品：本分部生產、推廣及分銷節能及新能源玻璃產品，例如超白
玻璃、低排放鍍膜玻璃及光伏電池模塊產品。

分部業績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資源，本集團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各可呈報分部應
佔的業績：

收益及開支乃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該等分部招致的開支分配至可呈報分部。用於報
告分部溢利之計算方法為毛利。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
發生分部間銷售。本集團的其他經營開支，例如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以及資產及負債，包
括分享技術知識，並非根據個別分部計量。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產及負債的資料，或有關
資本開支、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的資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提供
用於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可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8

 無色玻璃產品 有色玻璃產品 鍍膜玻璃產品 節能及新能源玻璃產品 總計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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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自外界客戶所得收益
 及應呈報分部收益 423,252 504,954 308,070 350,652 329,297 348,401 80,071 56,385 1,140,690 1,260,392
          

應呈報分部毛利 52,708 91,875 59,544 52,950 81,018 74,082 13,437 5,838 206,707 224,745
          

4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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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遷生產廠房的收益淨額（附註(i)） 69,04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淨額 (153) (50)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18,620) –

銷售原材料的收益╱（虧損）淨額 1,029 (535)
  

 51,298 (585)
  

附註：

(i) 該金額指地方政府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本集團一間中國附屬公司
徵收土地使用權所產生的收益人民幣69,000,000元，這是因為地方政府城市發展計劃有
變所致，並已扣除生產廠房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人民幣118,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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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a)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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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墊款及其他借貸的利息 47,014 49,576

融資租賃債務之財務開支 5,670 –

銀行費用及其他融資成本 9,436 6,616
  

借貸成本總額 62,120 56,192

減：已資本化在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金額 (24,307) (7,949)
  

借貸成本淨額 37,813 48,243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3,468 (2,250)
  

 41,281 45,993
  

(b) 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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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成本 933,983 1,035,647

折舊及攤銷 132,399 124,19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的減值虧損╱
 （減值虧損轉回） 3,964 (751)

有關下列各項的經營租賃費用
 －土地 96 98

 －廠房及樓宇 4,021 3,487

 －汽車 1,226 1,253

研發成本（資本化成本及有關攤銷成本除外） 1,186 390

利息收入 (3,900) (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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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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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期稅項：
 －本期間按估計應課稅溢利計提的中國企業
   所得稅撥備 21,265 18,743

 －中國企業所得稅以前年度撥備不足 517 164
  

 21,782 18,907

遞延稅項 15,520 (3,953)
  

 37,302 14,954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稅率為16.5%（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6.5%）。由於本公司及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零
元），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本公司及本集團於中國（包括香港）以外的國家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各自註冊所在國家的
規則及規定，該等公司均毋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本集團在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25%（截至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其中一家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已獲稅務局批准，可享有中國西部開發計劃第二期所
指實體適用的稅務利益，因此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享有15%（截至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之優惠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

本集團其中一家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已獲稅務局批准，作為高新科技企業課稅，因此由取
得批准年度起享有15%之優惠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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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
溢利人民幣39,912,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
應佔溢利人民幣13,114,000元）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發行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1,560,762,000股（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39,704,000股
普通股）計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股 千股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1,550,147 1,550,147

股份獎勵計劃項下歸屬╱（購買）股份之影響
 （附註10(b)(ii)） 10,615 (10,443)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60,762 1,539,704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
溢利人民幣39,912,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3,114,000元）
及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561,317,000股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43,228,000股普通股）計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股 千股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60,762 1,539,704

視作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發行股份之影響
 （附註10(b)(ii)） 555 3,524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61,317 1,543,228
  



12

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 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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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 328,766 231,970

 －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持有人的
   一家關聯公司 16,160 24,226

 －同時受到重大影響的公司 10,909 5,425

應收票據 94,309 200,741
  

 450,144 462,362

減：呆賬撥備 (29,776) (26,074)
  

 420,368 436,288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本公司權益股東及彼等的關聯公司 280 280

 －同時受到重大影響的公司 3,508 3,116
  

 3,788 3,396

減：呆賬撥備 (1,776) (1,784)
  

 2,012 1,612
  

預付款、押金及其他應收款 513,333 234,861

減：呆賬撥備 (8,332) (8,062)
  

 505,001 226,799
  

  

 927,381 664,699
  

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預期可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支出。一般而言，所有客戶必須在
發貨前以現金支付貨款。管理層根據對個別客戶進行的信用評價，提供給客戶三至六個月的
信貸期（從發票日期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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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中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於報告期末（根據發
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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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72 101,778

多於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 80,858 117,173

多於三個月但少於六個月 82,545 86,514

六個月後 150,193 130,823
  

 420,368 436,288
  

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 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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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 593,820 520,489

 －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持有人的
   一家關聯公司 550 550

 －共同受到重大影響的公司 13,559 2,234

應付票據 519,200 310,780
  

 1,127,129 834,053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一名本公司之權益股東 1,846 2,458

 －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持有人的
   一家關聯公司 – 10,540

 －共同受到重大影響的公司 28,644 15,775
  

 30,490 28,773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660,150 627,976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1,817,769 1,490,802

收自客戶的預付款 90,416 89,414
  

 1,908,185 1,580,216
  

預期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將於一年內償還或確認為收入或按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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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中的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末（根據到期日）的賬齡分析
如下：

 於 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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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529 668,173

一個月後但於六個月內 255,600 165,880
  

 1,127,129 834,053
  

10 股本、儲備及股息╱分派
(a) 股息╱分派

(i) 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中期應佔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ii) 本中期期間批准的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上一個財政年度應佔分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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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期期間內批准有關上一財政年度的
 末期分派╱股息每股普通股0.01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普通股零港元） 12,187 –
  

(b)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交易

(i) 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過往向董事及本集團僱員授出
的購股權被作廢（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任何購股權獲行使（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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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股份獎勵計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採納日期」），董事採納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
計劃」）作為獎勵及挽留本集團僱員的方法，以及為本集團的進一步發展而吸納
適合的人員。本集團已成立信託，以管理股份獎勵計劃。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股份詳情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平均 持有  平均 持有
 購買價 股份數目 價值 購買價 股份數目 價值
 港元  人民幣千元 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1.39 11,170,000 12,604  – –

於期間╱年度內購買的股份  – – 1.39 11,170,000 12,604

於期間╱年度內歸屬的股份  (11,170,000) (12,604)  – –
      

於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 –  11,170,000 12,60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11,170,000股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普通股已獎勵
予若干董事及本集團僱員，有關公允價值為每股1.36港元（相等於約每股人民幣
1.10元）。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獎勵股份的公允價值乃參
考本公司普通股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的收市價而釐定。所有獎勵股份已於
二零一四年一月八日歸屬並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日劃轉至本集團獲選僱員。

(c) 於股份溢價賬與累計虧損賬之間轉撥

根據本公司董事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七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提議將本公司若干部分
金額自股份溢價賬戶轉撥至累計虧損賬戶，以撇銷本公司以往年度至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所累計的虧損。

於上述轉撥完成後（已獲本公司權益股東在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的
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151,676,471港元（約折合人民幣120,719,303元）已由本公司股份
溢價賬轉撥至累計虧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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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四上半年，國內經濟運行緩中趨穩，房地產行業投資增速持續回落，玻璃行
業受房地產行業持續低迷及產能相對過剩影響，上半年整體市場環境並不理想。

市場回顧

據玻璃信息網統計，截止六月底，全國共有浮法生產線324條，停產、冷修生產線
76條，在產生產線248條。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上半年平板玻璃產量較去年同
期增長4.7%。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玻璃價格一季度延續去年下半年的平穩走勢，生產企業心態
平穩，各區域市場價格均比較穩定。但四月中下旬開始，受房地產投資增速下滑、
商品房銷售面積和新開工面積下降的影響，普通玻璃價格迅速下跌，其中尤以東
北、華北市場跌幅為大，截止六月底，行業內玻璃均價在成本線附近盤整。行業白
玻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有較大下滑。

業務回顧

本集團現擁有玻璃生產線17條，日熔化量7,630噸╱天。其中，浮法玻璃生產線14

條，太陽能超白光伏壓延玻璃生產線3條，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實
際運行12條浮法玻璃生產線，北京1條浮法生產線、宿遷1條浮法生產線因冷修及技
改升級原因停產，南京生產線因當地政府徵收土地使用權準備異地搬遷暫時停產。
此外，本集團還擁有1條離線低輻射鍍膜(low-E)玻璃生產線，以及1條非晶硅薄膜電
池生產線。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外部受經濟轉型、房地產下行等多方面影響導致需求放緩，行
業產能快速增長高峰雖已過去，但產能過剩的情況仍然存在，內外因素混合作用
致使普通浮法玻璃價格持續下跌。為了積極應對不利的市場環境，公司繼續堅持
技術創新、強化成本控制、注重品牌建設、大力推進差異化產品生產，採取種種有
效措施積極改善經營狀況。報告期內，公司經營計劃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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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堅持技術創新，推進「差異化」戰略，鞏固核心競爭力

繼續堅持「差異化」經營戰略，通過新產品開發尋找新的突破點，規避低端產
品的惡性競爭。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倚賴強大的技術優勢，集團率先在國內開
發並推出了陽光控制彩膜節能玻璃，該產品所有指標均達到國家節能標準，
比現有硅系陽光膜節能效果更優異。集團還開發了鈦系陽光易潔膜玻璃的新
品種，並實現了鈦系陽光易潔膜與硅系陽光膜無縫對接生產，整線鍍膜率超
過90%。

此外，集團重點研發的在線Low-E玻璃順利實現了規模化生產，在線SUN-E玻
璃、新型節能幕牆及門窗等新產品的研究和試驗也正在進行之中。

2. 品牌建設及營銷創新

集團積極推進營銷模式和營銷渠道的創新發展，將營銷工作、客戶服務延伸
至縣級客戶，提高服務範圍和服務水平。並針對在線Low-E、陽光控制彩膜節
能玻璃等品種的自身特點和市場優劣勢，制定不同的營銷策略，進行重點推
廣。同時，積極探索網絡營銷等方式，加大市場推廣和影響力。

3. 節能環保工作

上半年集團繼續大力推進各基地的煙氣脫硫、脫硝和除塵工作，加大資金投
入增擴建煙氣治理等環保設施。東台、臨沂等基地的脫硫脫硝除塵一體化項
目正在加緊建設之中，預計下半年投入運營，威海、宿遷基地正在進行脫硝
工藝方案的論證工作。

4. 嚴格執行企業標準，控制產品質量

上半年集團進一步完善制度化建設，通過強化質量標準和高頻次抽查的方法
促進整體產品質量水平穩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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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價格與製造成本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受經濟放緩影響，玻璃生產所需原、燃材料需求減弱，價格下
行。其中，煤炭需求增長乏力，各煤種價格均有下降；燃料油受需求疲軟影響，價
格震盪下行，與年初相比價格略有下降。純鹼自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價格走高之後，
純鹼企業開工率提高導致生產過剩，二零一四年初開始純鹼價格持續下滑，至四
月後方有回穩，但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價格乃高於去年同期。

生產、銷售及售價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集團共有12條浮法玻璃生產線在產，上半年累計生產各種玻
璃1,919萬重箱，較去年同期下降3％，下降原因主要由於本期兩條生產線冷修。本
集團上半年各類玻璃產品平均售價為人民幣67元╱重箱，集團參考市場需求情況
調整產品結構，有色玻璃產品及鍍膜玻璃產品平均售價上漲，但無色玻璃平均銷
售單價受市場影響有所下降，使得平均售價較二零一三年同期價格呈上升趨勢。

盈利分析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集團通過加強成本管理，調整營銷策略，加大新產品研發力度
等措施，使整體盈利能力好於去年同期。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錄得主營業務收入人民幣11.4億元，比去年同期減少9％，上半
年實現淨利潤人民幣0.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94％。

展望

雖然下半年是玻璃需求的季節性旺季，但是，受玻璃產能減少的時間慣性影響，且
考慮到房地產需求中長期進入低速增長的市場預期，預測下半年玻璃市場價格仍
有相當壓力。在供需矛盾衝突、區域庫存居高不下以及大多數生產企業在旺季來
臨之前不願主動減產等多重因素影響下，三季度市場需求會略有增長，但玻璃製
造行業尤其是普通玻璃產品的生產企業將在今年四季度後半期進入淡季後面臨嚴
峻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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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需求市場預測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房屋竣工面積38,215萬平方米，同比增長8.1%。汽車產量1,267

萬輛，同比增長10.9%，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二零一四年一至六月，平板玻璃
出口同比增長6%。

下半年，宏觀調控政策在經濟運行不跌出合理區間和增長模式不重回老路兩條硬
約束間前行，從中長期看，房地產需求的高增長態勢已接近尾聲，未來房地產投資
增速將進入相對平穩階段。預計下半年國內普通浮法玻璃的市場需求不會出現明
顯好轉，價格波動將持續；高附加值產品及出口方面的需求預計仍然比較穩定，價
格也相對平穩。市場未來的增長空間主要集中在節能類產品上。

原、燃材料價格走勢預測

預計二零一四年下半年主要原、燃材料不會有大的價格波動，將保持平穩運行態
勢。其中：國內燃料油受中下游需求持續走低影響，預計下半年價格將維持低位運
行。純鹼方面，雖然目前檢修的廠家較多供給減少，但下游需求一般，預計下半年
純鹼整體價格不會有大幅度上漲。因此，我們預計下半年玻璃行業來自生產成本
的壓力不大。

本集團下半年主要工作計劃

1. 繼續加大力度做好生產穩定工作。嚴格規範各基地重要環節的工藝管理制度
和考核，保證規範、高效、穩定生產。

2. 繼續堅持差異化策略，繼續做好重點新產品的攻關推廣工作。(1)進一步完善
高白玻璃的研發和生產工作；(2)繼續提高在線Low-E玻璃產品的產量和質量，
加大推廣力度，進一步提高市場佔有率；(3)加大鈦系易潔膜產量及市場開拓
力度，發揮產品優勢，推進陽光控制膜的更新換代步伐；(4)進一步提高陽光
控制彩膜節能玻璃的穩定量產並做好市場推廣；(5)以技術創新為核心，創建
公司新的利潤增長點和競爭優勢，為抵抗行業低谷提供更多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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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一步做好環保節能工作。隨著《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出臺，以及企業自
身發展的需要，集團下半年將會加大環保節能工作力度，在保證現有設備良
好運行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各生產廠的脫硫、脫硝、除塵等環保設施的改
擴建和提升工作，同時積極探索新型燃料、燃燒技術，大力降低燃料成本。

4. 繼續進行營銷模式創新，加大集中採購力度。積極推進營銷模式、營銷渠道
的創新和發展，推進產品品種、渠道、客戶資源的充分整合和營銷模式的創
新，針對不同的產品制定不同的營銷策略，創新性開展新產品推廣工作，確
保產銷率和毛利率。

5. 按照集團的「走出去」戰略計劃，下半年將根據集團的產業和地域規劃大力推
進海外市場拓展工作。

6. 利用市場低谷，積極尋找適宜的行業並購標的和戰略夥伴。結合自身優勢，
關注行業內企業發展態勢，積極響應國家壓縮行業產能政策，選擇合適的時
點，擇機通過兼併重組推進行業整合。

財務回顧

於二零一四年首六個月，本集團的主營業務營業額為人民幣11.4億元，相較二零
一三年首六個月的人民幣12.6億元減少9%，主營業務營業額減少主要是受到兩條
生產線泠修及一條生產線投產的共同影響，使總體銷量下降11%，由於本集團產品
結構調整使得玻璃產品本期間平均售價呈上升趨勢。受此影響，毛利率由去年同
期的17.8%上升至18.1%。

本集團的本期間溢利額為人民幣0.50億元，相較二零一三年首六個月的溢利額人民
幣0.13億元，本期溢利上升了約人民幣0.3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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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本期間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40億元，相較二零一三年首
六個月的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0.13億元上升了約人民幣0.27億元。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5.51億元（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68億元）（其中98%（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
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1%（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以美元（「美元」）
列值及1%（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以港元（「港元」）列值）。未償還銀行
及其他貸款為人民幣12.67億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67億元）（其
中89%以人民幣（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及11%以美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0%）列值）及未到期無抵押票據人民幣0.96億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0.95億元）（全部以人民幣（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
列值）。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債務權益比率（計息債務總額除以資
產總額）為23%（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0.61（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54）。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淨流動負債為人民幣12.57億元（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89億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0.59（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57）。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短期銀行及其他貸款為人民幣12.55億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93億元），本集團的長期銀行及其他貸款為人民
幣1.08億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69億元），其中人民幣0.56億元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4億元）將於一年後但於兩年內到期，人民
幣0.52億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65億元）將於兩年後但於五年內
到期。

匯率波動風險及有關對沖

本集團之銷售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人民幣、港元、美元及歐元計算。本集團中國
附屬公司之營運支出及內銷主要為人民幣，而本集團的出口銷售及若干借款則以
美元為單位。本集團認為未來人民幣升值或貶值將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
本集團的淨資產、溢利及股息可能受人民幣匯率浮動影響。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就對沖採用任何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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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的或然負債。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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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董事及若干僱員根據一項購股權計劃獲授予
購股權。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授出購股權，亦並無已授出
購股權失效或被註銷。

股份獎勵計劃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採納日期」）批准採納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
股份獎勵計劃將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一併運作。

由採納日期起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的指示，股份獎勵計劃的受
託人（「受託人」）就股份獎勵計劃的用途於市場購買28,83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
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本約1.86%，而本公司已付總購買價為
37,804,917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六日及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17,660,000股
及11,170,000股分別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股份已無償獎勵予本集團獲選僱員。
17,660,000股股份已經於二零一三年歸屬並劃轉至本集團的獲選僱員。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170,000股股份已經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八日歸屬於
本集團的獲選僱員，並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日劃轉至本集團的獲選僱員。

股份獎勵計劃的獲授獎勵的進一步詳情於附註10(b)(ii)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除附註10(b)(ii)所披露受託人購入本
公司之股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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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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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

根據公開予本公司查閱的資料及據董事會所知悉，截至本公告日期為止，本公司一
直維持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訂明的不少於25%

的公眾持股量。

人力資源及僱員薪酬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及香港合共聘用約5,350位僱員（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382位僱員）。對比有關市場情況下，本集團僱員薪酬保持
在具競爭力之水平，並根據僱員表現作出調整。

本集團於中國及香港成立的公司的僱員分別參與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及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任何上述計劃的供款被
沒收。

重大收購及出售及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亦
無任何重大的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收購或出售事項或重大投資。於本公告日期，
本集團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資產的計劃。

報告期後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並無重大報告期後事項。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一位非執行董事，即趙令歡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陳華晨先生、趙立華先生及張佰恒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的主席為陳華晨先生。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以及外
部核數師審閱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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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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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的提名委員會由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周誠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張佰恒先生及趙立華先生組成。提名委員會主席為周誠先生。提名委員會的主要
責任包括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物色具備合適資格可擔任董事的人士
及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就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以及董事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出
建議。董事會將考慮提名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及同意其成員的委任及推薦合適人
選在股東週年大會上由股東選舉以填補臨時空缺或增加現有董事的名額。於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提名委員會已考慮重選退任董事的事宜。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的薪酬委員會由一名非執行董事，即趙令歡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趙立華先生及張佰恒先生組成。薪酬委員會的主席為趙立華先生。薪酬委員會
的主要責任包括就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有關事宜，及就設立正規而具透明
度的程序制訂薪酬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供批准。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薪酬委員會已審閱及批准由相關董事與本公司訂立的新董事服務
合約及委任書內所載的條款。

戰略委員會

本公司的戰略委員會由一名執行董事，即崔向東先生及兩名非執行董事，即趙令
歡先生及周誠先生組成。戰略委員會主席為趙令歡先生。戰略委員會主要根據其
職權範圍負責審閱本公司的中、長期策略計劃。

投資者關係與溝通

本公司通過與機構投資者及財務分析員會面，積極推動投資者關係及促進溝通，
以確保就本公司的表現及發展維持雙向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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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除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
A.6.7條所規定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對公司股
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趙令歡先生因當時有其他工作承擔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守則。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
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
標準。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並將會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
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chinaglassholdings.com)，以
供閱覽。

承董事會命
中國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誠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崔向東先生及李平先生；非執行董事
周誠先生、趙令歡先生、寧旻先生及郭文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佰恒先生、趙
立華先生、倪瑋先生及陳華晨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