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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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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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ANGL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康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890）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康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上個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財務表現摘要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主要財務資料
－收益 2,035,409 1,606,146
－毛利 234,201 176,470
－年內溢利 98,097 72,411
－每股盈利（人民幣） 0.16 0.12

主要業績比率
－毛利率 11.5% 11.0%
－純利率 4.8% 4.5%
－股本回報率 12.9% 10.6%
－流動比率 1.4 1.4
－資產負債比率 0.7 0.7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建議派發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5
港元。該末期股息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由本公司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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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2,035,409 1,606,146
銷售成本 (1,801,208) (1,429,676)

毛利 234,201 176,470

其他（虧損）╱收入 4 (271) 769
銷售開支 (55,233) (52,567)
行政開支 (20,322) (19,29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785) (264)

經營溢利 157,590 105,118

融資成本 5(a) (22,943) (20,281)

除稅前溢利 5 134,647 84,837

所得稅 6 (36,550) (12,426)

年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98,097 72,411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7 0.16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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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呈列）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溢利 98,097 72,411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以外幣計值的財務報表換算本集團呈列
貨幣的匯兌差異 233 (628)

年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98,330 7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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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12月31日
（以人民幣呈列）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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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300 294,369

流動資產
存貨 388,881 433,169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8 721,918 685,30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31,203 235,231
銀行存款及現金 216,064 243,545

1,558,066 1,597,24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9 515,758 588,231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 40,040 12,359
銀行及其他貸款 10 503,927 511,150
租賃負債 11 1,808 16,678
即期稅項 49,472 39,637

1,111,005 1,168,055

流動資產淨額 447,061 429,19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01,361 723,56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1 27,949 28,201
遞延稅項負債 12,188 13,211

40,137 41,412

資產淨值 761,224 682,15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534 534
儲備 760,690 681,616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761,224 68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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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列示）

1. 公司資料

康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7年12月21日根據開曼群島法律第22章公司法（1961

年第3號法律，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2018

年11月19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
為「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軋硬卷、非彩塗鍍鋅產品及彩塗鍍鋅產品。

2. 主要會計政策

(a) 遵例聲明

此等財務報表已按照所有適用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所有
適用之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
司條例之披露要求。本財務報表亦符合適用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披
露規定。本集團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於下文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了若干新訂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於本集團
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供提早採用。附註2(c)列示了因首次採用這些與本集團本
期及以前會計期間有關之準則而反映於本財務報表之任何會計政策變更。

(b)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

編製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基準為計量基礎。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該等判
斷、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政策之應用和所呈報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金額。有關估
計及相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及在當時情況下被認為屬合理之多項其他因素而作
出，其結果為在無法依循其他途徑即時得知資產與負債之賬面值時判斷其賬面值
所依據之基礎。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該等估計。

有關估計和相關假設按持續基準檢討。倘會計估計之修訂僅影響作出修訂之期間，
有關修訂則會在有關期間確認；倘修訂對當前及未來期間均有影響，則在作出修訂
之期間及未來期間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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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下列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修訂，於本集團本期
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
二階段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2021年6月30日後的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
寬減

本集團以往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中的可行權宜方法，其作為承租人無需
在符合資格條件時評估直接由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租金寬減是否屬租賃修訂。其
中一項條件要求租賃付款減少只影響原應在特定時限或以前到期的付款。2021 年
的修訂將此時限由2021 年6 月30 日伸延至2022 年6 月30 日。

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修訂本以外，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
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3.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軋硬卷、非彩塗鍍鋅產品及彩塗鍍鋅產品。有關本集團
主要業務的進一步詳情披露於附註3(b)。

按主要產品與客戶合約收益劃分如下：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
客戶合約收益

按主要產品劃分：
－銷售冷軋硬卷 100,400 80,994
－銷售非彩塗熱鍍鋅產品 1,258,625 965,399
－銷售彩塗熱鍍鋅產品 676,384 559,753

2,035,409 1,606,146

按收入確認時間分類及按地理市場分類之客戶合約收益分別披露於附註 3(b)及附
註3(c)。

與其交易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之本集團客戶載列如下：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A 253,996 219,505
客戶B 195,599* 163,488

* 與該等客戶的交易並不超過本集團於各年度的收益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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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產品劃分其業務管理。本集團以符合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就資源分
配及表現評估進行內部報告之方式呈列以下三個報告分部。概無合併計算經營分
部下列報告分部。

• 軋硬卷：此分部主要包括製造及銷售冷軋硬卷。

• 非彩塗鍍鋅產品：此分部主要包括製造及銷售非彩塗熱鍍鋅╱鍍鋅卷板。

• 彩塗鍍鋅產品：此分部主要包括製造及銷售彩塗熱鍍鋅卷板。

(i)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按以下基
準監控各報告分部業績：

收益及成本乃參考該等分部產生之銷售及招致之成本分配至報告分部。報告
分部業績所用之計量為毛利。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分部間
之銷售。並無計量一個分部向另一分部提供之協助，包括分享資產及技術訣
竅。

本集團其他經營收入及開支，如其他收入、銷售及行政開支及金融工具減值
虧損，以及資產及負債沒有於個別分部項下計量。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產及
負債之資料或有關資本開支、利息收入及利息開支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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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收入確認時間之客戶合約收益劃分以及就截至 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
年度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提供有關本集團報告
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2021年

軋硬卷
非彩塗

鍍鋅產品
彩塗

鍍鋅產品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自外部客戶於某一時間點
確認收益 100,400 1,258,625 676,384 2,035,409

報告分部毛利 6,137 111,256 116,808 234,201

2020年

軋硬卷
非彩塗

鍍鋅產品
彩塗

鍍鋅產品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自外部客戶於某一時間點
確認收益 80,994 965,399 559,753 1,606,146

報告分部毛利 5,549 90,146 80,775 176,470

(c) 地理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產生自外部客戶收益之地理資料。客戶之地理資料乃基於貨
品運送所至地區。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847,275 1,540,130

泰國 151,175 52,387

南韓 36,959 13,629

2,035,409 1,606,146

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提供按資產地理位置作出之分部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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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虧損）╱收入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1,780 2,496

匯兌虧損淨額 (2,813) (3,171)

政府補助 438 1,13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5) (135)

其他 329 445

(271) 769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a) 融資成本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開支 21,470 19,126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1,473 1,155

22,943 20,281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借款成本資本化（2020年：人民幣零元）。

(b) 員工成本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50,753 44,934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3,506 267

54,259 45,201

本集團於中國（香港除外）成立之附屬公司之僱員參與由當地政府部門管理之定額
供款退休福利計劃。該等附屬公司之僱員可於彼等正常退休年齡從上述退休計劃
享有退休福利（按中國（香港除外）之平均薪金水平之百分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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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在香港《僱傭條例》司法管轄權範圍內
的僱員實行了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為由獨立受托人管理
的界定供款退休計劃。根據強積金計劃，僱主及其僱員各自須按僱員有關收入的5%

向計劃供款，每月有關收入以30,000港元（「港元」）為上限。對強積金作出的供款即時
歸屬。

本集團並無對支付上述供款以外之其他退休福利有進一步重大責任。

(c) 其他項目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開支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39,471 47,025

－使用權資產 2,880 1,824

42,351 48,849

與短期租賃相關的經營租賃開支 1,309 1,121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1,680 1,600

存貨成本 # 1,801,208 1,429,676

# 存貨成本包括有關員工成本及折舊開支的人民幣79,863,000元（2020年：人民幣
80,254,000元）。該等金額亦計入上文或附註5(b)就此等各自之開支類別分別披
露之有關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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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合損益表的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的稅項包括：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本年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36,353 14,991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940 478

37,293 15,469

本年香港利得稅撥備 280 235

  
37,573 15,704

遞延稅項
臨時性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1,638) (4,355)
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將予分派的
保留溢利相關的預扣稅 615 1,077

(1,023) (3,278)

36,550 12,426

附註：

(i) 本公司及本集團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一間附屬公司，毋須按其各自註冊成
立所在司法權區的規則及法規繳納任何所得稅。

(ii) 本公司及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一間附屬公司自2020╱21評稅年度起根據兩級
制利得稅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溢利首2,000,000港元按8.25%計稅，溢利超出上述金
額的部分按16.5%計稅。

(iii)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於中國（不包括香港）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 25%
（2020年：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iv) 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容許企業申請「高新技術企業」證書，合資格企業有權享有15%的
優惠稅率，須符合認可標準。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不符合資格成為高新技
術企業及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曆年按25%的稅率納稅（2020年：15%）。本集團管
理層不確定附屬公司能否於2022年及以後獲得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因此按適用稅率
25%重新計量於2021年1月1日的遞延稅項結餘。

(v) 根據相關中國稅務條例，合資格研發成本可享有所得稅額外減免，即於截至2021年
12月31日止年度該等的成本的100%可被作為額外減免開支（2020年：75%）。

(vi) 本集團一間在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擬向其直接控股公司康利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分
派人民幣27,550,000元。根據中港雙重徵稅安排，上述股息須繳納10%中國預扣稅。
因此，於2021年12月31日，已確認人民幣2,755,000元遞延稅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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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年度內之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
民幣98,097,000元（2020年：人民幣72,411,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606,252,000

股（2020年：606,252,000股））計算得出。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具潛在攤薄效應之股份發行在外。

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減虧損撥備 171,843 174,215

應收票據（附註8(c)） 550,075 511,088

721,918 685,303

所有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扣減虧損撥備）預期於一年內收回。

應收票據結餘指向客戶收取的到期日少於六個月的銀行承兌票據。

(a) 賬齡分析

根據收益確認日期呈列並扣除虧損撥備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106,795 139,943

一至三個月 64,911 33,816

三至六個月 72 81

超過六個月 65 375

171,843 17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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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於銀行貼現若干其向客戶收取之銀行承兌票據，以及向
其供應商及其他債權人背書若干其向客戶收取之銀行承兌票據，以按全面追索基
準結付本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上述貼現或背書後，本集團已全面終止確認
應收票據。此等終止確認之銀行承兌票據到期日為報告期末起六個月內。本公司董
事認為，本集團已轉移絕大部分此等票據擁有權之風險及回報予其供應商及其他
債權人，並已履行其應付款項之責任。本集團認為此等票據之發行銀行之信用良
好，發行銀行於到期日不為此等票據進行結付之機會相當低。於 2021年12月31日，
倘發行銀行無法於到期日結付票據，本集團之最大虧損及未貼現現金流出金額為
人民幣79,433,000元（2020年：人民幣96,789,000元）。

(c) 於2021年12月31日，應收票據包括向銀行貼現或向供應商背書並附有追索權之銀行
承兌票據合共為人民幣 283,448,000元（2020年：人民幣286,706,000元）。該等應收票據
並未終止確認，此乃由於本集團仍然就該等應收款項而面臨信貸風險。有關銀行貸
款及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面值為人民幣283,448,000元（2020年：人民幣286,706,000元）。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應收票據賬面值為人民幣 59,902,000元（2020年：人民幣
52,161,000元）已獲抵押為本集團所發行票據之抵押品（見附註9）。

9.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貿易應付款項 77,081 87,949

－應付票據 424,186 485,578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501,267 573,527

合約負債：
－自客戶收取的預付款項 14,491 14,704

515,758 588,231

所有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預期於一年內結付或按要求償還。所有合約負債預期於一
年內確認為收益。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之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280,398 293,393
三至六個月 215,257 274,523
超過六個月 5,612 5,611

501,267 57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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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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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以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抵押（附註） 68,000 68,000

－以應收票據作抵押 12,715 17,260

－由第三方作擔保 30,000 40,000

－無抵押及無擔保 167,000 141,000

277,715 266,260

其他金融機構貸款：
－以應收票據作抵押 226,212 244,890

503,927 511,150

附註： 於2021年12月31日，已質押作為本集團短期銀行及其他貸款抵押品之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賬面總值為人民幣44,684,000元（2020年：人民幣57,053,000元）。

(b)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人民幣629,000,000元（2020年：人民幣625,000,000

元）以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抵押及╱或第三方擔保，或無抵押及無擔保。於2021

年12月31日，已動用融資額為人民幣483,625,000元（2020年：人民幣496,950,000元）。

(c) 本集團若干銀行貸款須受與金融機構訂立的借貸安排常見的履行契諾所規限。倘
本集團違反有關契諾，則有關貸款須按要求償還。本集團定期監察是否已遵守有關
契諾。於2021年12月31日，概無違反任何有關銀行貸款的契諾（2020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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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租賃負債

於2021年12月31日，租賃負債償還期限如下：

於2021年
12月31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應付關聯方款項 – 14,732

－應付第三方款項 1,808 1,946

1,808 16,678

一年後但兩年內 1,561 1,723

兩年後但五年內 3,774 3,956

五年後 22,614 22,522

27,949 28,201

29,757 44,879

12. 股本

2021年 2020年

股份數目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港元
千股 千股

法定：    

每股0.001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 5,000 5,000,000 5,000

2021年 2020年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之普通股：
於1月1日及於12月31日 606,252,000 534 606,252,000 534



– 16 –

13. 股息

(i) 本年應付予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報告期末後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50港元
（2020年：每股普通股0.038港元） 24,784 19,256

報告期末後擬派末期股息並無確認為報告期末負債。

(ii) 應付予本公司權益股東於年內批准及支付的上一財政年度的股息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年內批准及支付的上一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038港元（2020年：每股普通股0.008港元） 19,256 4,344

14. 承擔

(a) 於2021年12月31日，未於綜合財務報表中作出撥備之已作出資本承擔如下：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承擔  

－已訂約 61,504 29,155

－已授權但未訂約 – 54,950

61,504 84,105

上述承擔指本集團所計劃對生產設備進行的擴充。

15. 毋須調整的報告期結束日後事件

報告期完結後，董事建議派付末期股息。進一步詳情載於附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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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中國江蘇省家電板塊領先的中游鍍鋅鋼產品製造商。本集團主要從
事生產、銷售冷軋鋼產品、非彩塗鍍鋅產品及彩塗鍍鋅鋼產品，產品主要供中
游鋼加工商進一步加工以及家電製造商生產冰箱、洗衣機、烤箱等家電。本集
團擁有從酸洗卷、冷軋鋼卷、非彩塗鍍鋅鋼及彩塗鍍鋅鋼產品的全產業鏈生產
能力。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取得收益為約人民幣2,035,409,000元，較2020
年同期增長 26.7%。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的冷軋鋼產品及鍍鋅鋼產品的銷售量合計293.9
千噸，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290.4千噸增加了約3.5千噸或1.2%。在回
顧期間，我們的冷軋鋼產品和鍍鋅鋼產品的銷售量分別為約17.7千噸和約276.2
千噸，而鍍鋅鋼產品中，非彩塗鍍鋅鋼產品銷量為約190.3千噸，彩塗鍍鋅鋼產
品銷量為約85.9千噸。非彩塗鍍鋅鋼產品銷量上升2.1%，且平均銷售價格有較
大幅度上升。彩塗鍍鋅鋼產品銷售量較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85.4千
噸增加了約0.5千噸或0.6%。由於原材料大幅度漲價，冷軋鋼產品及鍍鋅鋼產品
銷售單價均有較大幅度的上升，使得我們在總銷量略有上升的情況下，銷售收
入有大幅度上升。

在「十四五」時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是鋼鐵行業發展的主綫。為推動鋼鐵行
業高質量發展，2021年國家相關部門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1年，雖然國
內鋼材消費疲弱，但出口需求強勁，加上雙碳政策的影響，使得鋼材價格保持
在高位。公司產品的銷售價格也水漲船高，各類產品較2020年均有較大幅度的
上升，使得我們全年的銷售收入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全年的毛利率也有0.5%的
上升，其中彩塗鍍鋅鋼產品的毛利率更是提升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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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鋼鐵行業是碳排放最大的行業之一，綠色低碳發展將是鋼鐵行業未來必須持
續推進的重點任務。「雙碳」背景下，鋼鐵行業供給側改革不論是「產能產量雙
控」還是「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核心均在於「減碳」，預計行業將迎來新一
輪結構優化。屆時，鋼價將處在相對高位。公司作為鋼鐵行業的下游，鋼價高，
意味著更高的銷售價格，將有利於進一步提升銷售收入。

2021年，白色家電零售額保持了穩健的增長，1-11月銷售額佔到整體技術消費
電子市場的20.2%，同比增長14.8%。而隨著疫情的進一步消退，全球經濟的逐
步復蘇，我們有理由相信，白色家電的需求將繼續穩定增長。

公司的擴產項目預計將在 2022年 4月份進入試生產階段，隨後逐步進入批量生
產階段。新的生產綫滿產後，預計將增加彩塗鍍鋅鋼產品10萬噸╱年的產能，
這將進一步提升公司的銷售收入。彩塗鍍鋅鋼產品是公司目前所有產品中毛
利率最高，產能的提升將有助於公司提升盈利能力。公司的銷售團隊將竭盡所
能，為即將投產的新產綫儲備充足的訂單，為公司未來的業務發展打下堅實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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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收入主要來自銷售軋硬卷及熱鍍鋅產品。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本集團總收入約人民幣2,035,409,000元，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營業收入
約人民幣1,606,146,000元增加約26.7%。於本年度，軋硬卷的銷量為17,698噸，較上
年度下跌約4.6%，惟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鍍鋅產品的銷量為 276,237噸，
較上年度上升約1.6%。本年度整體銷量增長約1.2%。不同產品的平均售價上升
約20%至30%，而整體平均售價則較上年度上升約25.2%，此乃本年度營業額增
加的主要原因。

於2021年及2020年，本集團按產品劃分的收益、銷量及平均售價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變動

收益 銷量 平均售價 收益 銷量 平均售價 收益 銷量 平均售價
人民幣千元 噸 人民幣╱噸 人民幣千元 噸 人民幣╱噸 % % %

冷軋鋼產品
軋硬卷 100,400 17,698 5,673 80,994 18,545 4,367 24.0% –4.6% 29.9%

熱鍍鋅產品 1,935,009 276,237 7,005 1,525,152 271,885 5,610 26.9% 1.6% 24.9%

－非彩塗鍍鋅產品 1,258,625 190,332 6,613 965,399 186,455 5,178 30.4% 2.1% 27.7%

－彩塗鍍鋅產品 676,384 85,905 7,874 559,753 85,430 6,552 20.8% 0.6% 20.2%

合計 2,035,409 293,935 6,925 1,606,146 290,430 5,530 26.7% 1.2%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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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毛利約人民幣234,201,000元（2020年：約人
民幣176,470,000元），整體毛利率由2020年約11.0%輕微上升至2021年約11.5%。以
下是本集團 2021年及2020年度，按產品劃分的毛利、毛利佔比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毛利 百分比 毛利率 毛利 百分比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 人民幣千元 % %

冷軋鋼產品

軋硬卷 6,137 2.6% 6.1% 5,549 3.1% 6.9%

熱鍍鋅產品 228,064 97.4% 11.8% 170,921 96.9% 11.2%

－非彩塗鍍鋅產品 111,256 47.5% 8.8% 90,146 51.1% 9.3%

－彩塗鍍鋅產品 116,808 49.9% 17.3% 80,775 45.8% 14.4%

合計 234,201 100.0% 11.5% 176,470 100.0% 11.0%

其他（虧損）╱收入

餘額主要包括利息收入、政府補助金及匯兌收益或虧損。2020年餘額為收入淨
額約人民幣 769,000元，而2021年餘額則為其他虧損約人民幣 271,000元。有關變
動主要由於本年度利息收入及政府補助金減少，不足以填補本年度的匯兌虧
損。

銷售費用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由2020年約人民幣52,567,000元增加至2021年約人民幣
55,233,000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出口銷量增加，運輸費用增加。

行政費用

本集團的行政費用由 2020年約人民幣 19,290,000元微略增加至 2021年約人民幣
20,32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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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由2020年約人民幣20,281,000元增加至2021年約人民幣22,943,000
元。增加主要由於貼現票據利息增加。

稅前利潤

本集團的稅前利潤由2020年約人民幣84,837,000元上升至2021年約人民幣134,647,000
元。

所得稅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2020年約人民幣12,426,000元大幅增加至2021年約人民幣
36,550,000元。大幅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在中國成立的一家主要營運附屬公司
於本年不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該附屬公司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由
2020年15%增至2021年25%。

年內溢利

因上述原因，本集團年內溢利自2020年約人民幣72,411,000元增至2021年約人民
幣98,097,000元。本集團純利率自2020年約 4.5%增至 2021年約 4.8%。股本回報率
乃按年內純利除以年末權益總額計算，於2021年12月31日為約12.9%（2020年：約
10.6%）。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銀行存款及現金約為人民幣216,064,000元（2020年：約
人民幣243,545,000元）。於2021年12月31日，用以抵押本集團發行的票據的存放
銀行受限制存款約人民幣80,946,000元（2020年：約人民幣 85,050,000元），減少約
4.8%。減少乃由於存於銀行用以抵押本集團發行的票據的存款減少。

流動資產淨值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447,061,000元，較2020年
12月31日約人民幣 429,193,000元增加約 4.2%。流動比率乃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
負債計算，於2021年12月31日為約1.4（2020年：約1.4）。2020年及2021年流動資產
淨值及流動比率持平，維持於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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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及資產抵押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約人民幣503,927,000元（2020年：約人民幣511,150,000
元）的銀行及其他貸款，其中約人民幣68,000,000元以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抵押及約人民幣 238,927,000元以應收票據作抵押。所有借貸均須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乃按本集團銀行及其他貸款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於
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分別為約 0.7及0.7。

資本架構

本公司資本包括普通股及資本儲備。本集團通過本公司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經
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銀行融資及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為營運資金、
資本開支及其他流動資金需求提供資金。

或然負債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財務風險

本集團在一般業務營運過程中面臨各種財務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利率風險及
信貸風險。

－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均以人民幣結付。然而，本集團向海外客戶的銷售則以
外幣結付。於2021年，本集團收益約90.8%以人民幣結付，而約 9.2%則以外
幣結付。

匯率波動將影響以外幣結付的銷售收益，進而對本集團產生不利影響。本
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工具合約對沖外匯風險。本集團管理層透過密切
監察外幣匯率波幅以管理貨幣風險，並於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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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風險

本集團利率風險主要產生自固定利率的銀行存款及借款。本集團目前並
無使用任何衍生工具合約對沖利率風險。

－ 信貸風險

本集團信貸風險主要產生自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
大事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僱用509名僱員，包括執行董事。僱員薪金乃根據
僱員的表現及經驗每年檢討及調整。本集團的僱員福利包括績效花紅、醫療保
險、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地方市政府退休計劃，以及為員工提供教育資助以鼓
勵持續專業進修。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及所得款項用途變更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2018年11月19日（「上市日期」）於聯交所上市，經扣除專業
費用、包銷佣金及其他相關上市開支後，本首次公開發售所籌集的所得款項淨
額（包括於2018年12月12日行使超額配股權）約人民幣107,086,000元（「首次公開發
售所得款項」）。

誠如日期為2018年10月31日的本公司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述，首次公開發
售所得款項的擬定用途載列以下：

1.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約96.1%（超額配股權（誠如招股章程所述）所得款項
除外）將會用作樓宇建設、生產設施及設備以及安裝熱鍍鋅線，以擴充產
能及提升生產效率；

2.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約3.9%（超額配股權所得款項除外）將用作償還銀行
貸款，該筆貸款的年利率為 5.76%，已於 2018年12月到期償還；及

3. 超額配股權所得款項將用作償還未償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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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2月7日，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決定重新分配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中
人民幣18,490,000元用作收購兩幅毗鄰地塊，合共佔地面積約44,763.1平方米，距
離本集團總部及現有產能約 600米，而不租賃土地，用以容納計劃中的新生產
線。土地收購代價已於2021年1月悉數支付。

於2021年5月10日，董事會宣佈，鑒於彩塗鍍鋅鋼產品毛利率較高，以及原有的
彩塗產品綫的利用率已接近100%產能，本公司決定將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
中的人民幣29,500,000元，重新分配用於購買新型複合塗層智能化彩塗生產綫。
新型複合塗層智能化彩塗生產綫的購買代價人民幣 20,650,000元已於 2021年12
月31日前支付。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 2021年12月31日已動用的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

首次
公開發售
所得款項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的
動用情況

就土地
收購進行的
經修訂分配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的動用情況

就彩塗
產品綫
進行的

經修訂分配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內

動用的金額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止
的未動用

餘額

未動用
所得款項
的擬定

動用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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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充熱鍍鋅鋼產品線的產能 97,683 – (18,490) – (29,500) (20,370) 29,323 2022年
12月31日
或以前

擴充彩塗產品綫的產能 – – – – 29,500 (20,650) 8,850 2022年
12月31日
或以前

收購土地以容納新生產線 – – 18,490 (1,000) – (17,490) – 不適用

償還2018年12月到期的銀行貸款 3,964 (3,964) – – – – – 不適用

償還未償還貸款 5,439 (5,439) – – – – – 不適用

合計 107,086 (9,403) – (1,000) – (58,510) 38,173

於2021年12月31日，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餘額存放於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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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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載有關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
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並確認彼等已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全面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贖回其任何證券，且本公司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於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亦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相信優良之企業管治對本公司之成功及提升股東價值攸關重要。本公
司致力於建立及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提高其透明度及問責性。本公司之企
業管治常規乃基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之原則及守則條文。

於整個年度內，本公司已應用企業管治守則中適用於本公司之原則，且董事認
為，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會將持續檢討及監控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審核委員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劉英傑先生（主席）、曹寶忠先生及楊廣
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並已與管理層討論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準則及常規，
以及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本公司的核數師，執業會計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
31日止年度業績初步公告中披露的財務數據與本集團該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內的數據進行了核對，兩者數字相符。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在此方面進
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核準則、香港審閱業務
準則或香港鑒證業務準則進行的審計、審閱或其他鑒證工作，故畢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並無提出任何鑒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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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2年6月10日（星期五）舉行。股東
週年大會通告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建議向於2022年6月20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
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5港元。倘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末期股息將於 2022年7月12日（星期二）或前後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以下時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a) 為確定合資格出席在 2022年6月10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
上投票之股東，本公司將由2022年6月7日（星期二）至2022年6月10日（星期
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任
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股東為確保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
投票，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不遲於 2022年6月6日（星期一）下午
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
理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54樓。

(b) 為確定合資格收取末期股息的股東，本公司將由2022年6月16日（星期四）至
2022年6月20日（星期一）（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收取末期股息，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不遲於 2022年6月15日（星期三）下午四時
三十分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手
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54樓。

發佈末期業績及寄發年報

本末期業績公告已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jnpmm.
com)發佈。載有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2021年年報，將於適時寄發予本
公司股東並可於上述網站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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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在此，本人向過去一年為集團辛苦付出的全體董事會成員、管理層及每一位員
工，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感謝所有股東、合作夥伴和客戶給予我們的支持
與信任。

承董事會命
康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萍

香港，2022年3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為梅澤鋒先生、劉萍女
士、張志洪先生、陸小玉女士及許潮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英
傑先生、曹寶忠先生及楊廣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