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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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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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上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財務表現摘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主要財務資料及表現比率
－收益 764,715 992,642
－毛利 34,401 124,581
－毛利率 4.5% 12.6%
－期內（虧損）╱溢利 (5,144) 64,394
－純利率 不適用 6.5%
－每股（虧損）╱盈利 (人民幣0.01元 ) 人民幣0.11元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主要表現比率
－流動比率 1.3 1.4
－資產負債比率 0.7 0.7



– 2 –

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764,715 992,642
銷售成本 (730,314) (868,061)

毛利 34,401 124,581

其他收入 5 5,015 137
銷售開支 (25,924) (29,858)
行政開支 (9,312) (9,552)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565) (68)

經營溢利 3,615 85,240

融資成本 6(a) (11,510) (11,480)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7,895) 73,760

所得稅 7 2,751 (9,366)

期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5,144) 64,394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8 (0.0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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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5,144) 64,39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本集團呈列貨幣的匯兌差異 (292) (67)

期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5,436) 6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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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6月30日

附註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9,773 354,300

流動資產
存貨 457,257 388,88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9 631,765 721,91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2,170 231,203
銀行存款及現金 255,799 216,064

1,526,991 1,558,06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0 524,108 515,758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 70,246 40,040
銀行及其他貸款 11 500,607 503,927
租賃負債 1,569 1,808
即期稅項 25,231 49,472

1,121,761 1,111,005

流動資產淨額 405,230 447,06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65,003 801,36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7,829 27,949
遞延稅項負債 6,170 12,188

33,999 40,137

資產淨值 731,004 761,22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34 534
儲備 730,470 760,690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731,004 76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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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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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軋硬卷、非彩塗鍍鋅鋼產品及彩塗鍍鋅鋼產品。

2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適用的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披露規定編製，並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理
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其已於2022年8月26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根據2021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於2022年年
度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有關該等會計政策變動詳情載於附註3。

要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管理層須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其
影響該等政策的應用以及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的迄今匯報金額。實際業績可能與該等
估計金額有別。

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的附註以供說明。附註說明對於理解本集團
自2021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的變動而言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完整財
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

載於中期財務報告作為比較資料的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相關的財務資料，
並不構成本公司在該財政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而是取自該等財務報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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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會計準則第16 號（修訂本）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
• 國際會計準則第37 號（修訂本）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有償合約－履行合約的

成本

該等發展對於如何編製及在本中期財務報告呈列本集團本期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
狀況概無構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於本期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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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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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按主要產品與客戶合約收益劃分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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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68 47,385

－銷售非彩塗熱鍍鋅鋼產品 435,789 620,735

－銷售彩塗熱鍍鋅鋼產品 290,158 324,522

764,715 992,642

按收入確認時間及地域市場分類之客戶合約收益分別於附註4(b)及附註4(c)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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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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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彩塗鍍鋅鋼產品：此分部主要包括製造及銷售熱鍍鋅╱鍍鋅鋼卷板。

• 彩塗鍍鋅鋼產品：此分部主要包括製造及銷售彩塗熱鍍鋅鋼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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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銷售及招致的成本分配至報告分部。報告
分部業績所用的計量為毛利。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分部
間的銷售。並無計量一個分部向另一分部提供的協助，包括分享資產及技術
訣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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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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的資料或有關資本開支、利息收入及利息開支的資料。

按收入確認時間之客戶合約收益劃分以及就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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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的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軋硬卷
非彩塗

鍍鋅鋼產品
彩塗

鍍鋅鋼產品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自外部客戶收益 38,768 435,789 290,158 764,715

報告分部毛利 995 12,265 21,141 34,401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軋硬卷
非彩塗

鍍鋅鋼產品
彩塗

鍍鋅鋼產品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自外部客戶收益 47,385 620,735 324,522 992,642

報告分部毛利 3,663 68,582 52,336 124,581

(c) 地理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產生自外部客戶收益按地域劃分的資料。客戶的地域資料乃
基於貨品運送所至地區。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672,667 927,744

泰國 84,116 58,056

其他國家 7,932 6,842

764,715 992,642

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因此，並無呈列按資產地域位置作出的分部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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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238 91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4,940 (908)
政府補助 390 2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695) (6)
其他 142 114

5,015 137

6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a)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10,785 10,745
租賃負債利息 725 735

11,510 11,480

(b) 員工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5,160 23,242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2,017 1,503

27,177 24,745

(c) 其他項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及攤銷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4,641 20,483
－使用權資產 1,428 1,421
存貨成本 730,314 86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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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撥備 – 11,016

－就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分派的保留溢利相關的預扣稅 5,446 –

－過往年 度超額撥備 (2,204) (62)

3,242 10,954

香港利得稅：
－本期撥備 25 129

3,267 11,083

遞延稅項
臨時性差額撥回及產生 (6,018) (1,717)

(2,751) 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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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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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中國（不包括香港）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25%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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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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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25%的稅率納稅。

(v)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向其直接控股公司康利集團（香
港）有限公司分派人民幣54,457,000元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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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已確認人民幣5,446,000元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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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中期期間之本公司權益股
東應佔虧損人民幣5,144,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溢利：人民幣64,394,000元）
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606,252,000股（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606,252,000

股）計算得出。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本公司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具潛在攤薄效應的股份發行在
外，故此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並無分別。

9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扣除虧損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 166,077 171,843

應收票據 465,688 550,075

631,765 7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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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115,525 106,795

一至三個月 50,444 64,911

三至六個月 – 72

超過六個月 108 65

166,077 17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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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於銀行貼現若干收取自客戶的銀行承兌票據，以及向其供
應商及其他債權人背書若干收取自客戶的銀行承兌票據，以按全面追索基準結付
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進行上述貼現或背書後，本集團已全面終止確認應
收票據。此等終止確認的銀行承兌票據到期日為自各報告期末起計少於六個月。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已轉移絕大部分此等票據擁有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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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本集團認為此等票據的發行銀行的
信用良好，發行銀行於到期日不為此等票據進行結付的機會相當低。於 2022年6月
30日，倘發行銀行無法於到期日結付票據，本集團的最大虧損及未貼現現金流出金
額為人民幣52,413,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79,433,000元）。

(c) 於2022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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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銀行
承兌票據合共為人民幣222,815,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283,44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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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賬面值為人民幣 222,815,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
283,448,000元）。

於2022年6月30日，本 集 團 賬 面 值 為 人 民 幣 67,766,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 民 幣
59,902,000元）的應收票據，已獲抵押為本集團所發行票據的抵押品（見附註10）。

10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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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86 77,081

－應付票據 422,299 424,186

504,385 501,267

合約負債：
－自客戶收取預付款項 19,723 14,491

524,108 515,758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247,373 280,398

三至六個月 214,721 215,257

超過六個月 62,014 5,612

524,108 50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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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銀行及其他貸款

(a) 本集團的短期銀行及其他貸款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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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68,000 68,000
－以應收票據作抵押 5,922 12,715
－由第三方作擔保 30,000 30,000
－無抵押及無擔保 195,000 167,000

298,922 277,715

其他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  
－以應收票據作抵押 201,685 226,212

500,607 503,927

附註：

(i) 於2022年6月30日，已質押作為本集團短期銀行及其他貸款抵押品的物業、廠
房及設備的賬面總值為人民幣 41,566,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44,684,000
元）。

(b)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人民幣729,000,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
629,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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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已動用融資額為人民幣492,700,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
幣483,625,000元）。

12 股息

(a) 股息

(i) 歸屬於中期期間的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本公司董事並無建議派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截至2021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零元）。

(ii) 於中期期間批准及歸屬於先前財政年度的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下一中期期間批准有關先前財政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50港元（截至2021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0.038港元） 24,784 1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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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

並無於中期財務報告撥備的於2022年6月30日未履行的資本承擔：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擔：
－已訂約 22,230 61,504

上述承擔指本集團所計劃對生產設備進行的擴充。

14 新冠肺炎疫情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的影響

自2020年年初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近期事件引發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繼續使
本集團的經營環境添加不確定因素，並可能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財務狀況造成影響。

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大陸有所緩解，各種旅遊限制及預防措施仍然在執行以避免新
冠肺炎變種病毒的廣泛傳播。同時，近期全球各地事件引發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
相關事件的持續發酵對世界經濟添加不確定因素。因此，本集團仍繼續密切關注疫情對
本集團業務可能造成的影響，已制定應急措施及不斷進行審視。本公司董事確認該等應
急措施包括但不限於重新評估當前機制的靈活性，去決定因應購買價格及需求波動的冷
軋硬卷、非彩塗熱鍍鋅產品及彩塗熱鍍鋅產品的售價，重新評估現有冷軋硬卷、非彩塗
熱鍍鋅產品及彩塗熱鍍鋅產品供應商的穩定性及╱或擴大供應商選擇以確保有足夠冷軋
硬卷、非彩塗熱鍍鋅產品及彩塗熱鍍鋅產品供應，確保價格與市場報價保持一致，同時
透過加快收回應收款項及與供應商就延長付款期進行磋商達到加強本集團的現金管理。

就本集團的業務而言，新冠肺炎相關預防措施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可能對本集團冷
軋硬卷、非彩塗熱鍍鋅產品及彩塗熱鍍鋅產品的需求造成影響，從而引致該等產品的銷
售量下跌，及╱或影響冷軋硬卷、非彩塗熱鍍鋅產品及彩塗熱鍍鋅產品的供給，其轉而可
能導致該等產品採購價上升，繼而影響本集團營運的盈利能力及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
備於未來時期的潛在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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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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擁有完善的配套和生產線，具備向客戶提供酸洗卷、冷軋卷、非彩塗鍍鋅卷
（板）、彩塗鍍鋅卷（板）的能力。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營業務收入為約人民幣764,715,000元，
較2021年同期下降約人民幣 227,927,000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冷軋鋼產品及鍍鋅鋼產品的銷售量合計
112,484噸，較截至2021年同期的147,811噸減少了35,327噸或23.9%。其中，我們的
冷軋鋼產品和鍍鋅鋼產品的銷售量分別為 7,180噸和105,304噸，而鍍鋅鋼產品
中，非彩塗鍍鋅鋼產品銷量為 69,170噸，彩塗鍍鋅鋼產品銷量為 36,133噸。非彩
塗鍍鋅鋼產品和彩塗鍍鋅鋼產品較2021年同期分別減少了28,223噸和5,463噸。
非彩塗鍍鋅鋼產品的銷量下滑，是導致集團上半年度主營業務收入大幅度下
降的主要原因。

2022年初，上海、蘇州、無錫、常州等多地陸續爆發疫情，尤其是上海的疫情，
給周邊乃至整個中國的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新冠疫情以來，家電市場在2020年下半年開始爆發式增長，需求延續至 2021年
上半年，前期的需求透支，導致了目前的需求不景氣，家電行業整體需求下滑
嚴重。2022年上半年，無論是白色家電，還是廚房電器、小家電等，均有較大幅
度的下滑。同時，在疫情的影響下，消費進一步下滑。

由於需求量的下滑，導致集團產能未能充分發揮，使得固定成本分攤上升，導
致了生產成本的上升，這也是集團 2022年上半年業績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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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集團新建的生產線已經逐步投入使用，預計下半年可以全線投產。新工廠將有
利於我們提升彩塗鍍鋅產品的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智能化的剪切生產線
及立體倉儲，將提升我們鍍鋅板材及彩塗鍍鋅板材的生產效率，提升產品的品
質，降低生產成本。

面對經濟的整體下行，政府也積極出台各類政策，包括汽車、家電購置補貼，
放開房地產限購政策，降低購房首付比例等，希望促進居民消費。集團將調整
銷售策略，爭取獲得更多訂單，提升產能，降低我們的綜合成本。隨著集團 5G
數據平台的建成，我們將進一步提升內部管理水平，打造規範、科學的管理體
系，利用數據平台進行更精準的成本核算，優化我們的產品結構。

財務回顧

財務業績

收益

本集團收益主要來自銷售軋硬卷及熱鍍鋅產品。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期間，本集團總收益約人民幣764,715,000元，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
間收益約人民幣992,642,000元下跌約23.0%。本集團收益下跌主要是由於本集團
產品銷售量下跌。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整體銷量為112,484噸，較去年同
期下跌23.9%。本期間產品整體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輕微上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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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產品劃分的收益、銷量及平
均售價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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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噸 人民幣千元 噸

人民幣
元╱噸 % % %

冷軋鋼產品

軋硬卷 38,768 7,180 5,399 47,385 8,822 5,371 (18.2) (18.6) 0.5

熱鍍鋅鋼產品 725,974 105,304 6,894 945,257 138,989 6,801 (23.2) (24.2) 1.4

－非彩塗鍍鋅鋼產品 435,789 69,170 6,300 620,735 97,393 6,374 (29.8) (29.0) (1.2)

－彩塗鍍鋅鋼產品 290,158 36,133 8,030 324,522 41,596 7,802 (10.6) (13.1) 2.9

合計 764,715 112,484 6,798 992,642 147,811 6,716 (23.0) (23.9) 1.2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毛利約人民幣34,401,000元（截至2021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 124,581,000元），整體毛利率由 2021年12.6%
下跌到2022年4.5%。以下是本集團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按產品劃分的毛利、毛利佔比及毛利率分析：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冷軋鋼產品

軋硬卷 995 2.6 3,663 7.7%

熱鍍鋅鋼產品 33,406 4.6 120,918 12.8%

－非彩塗鍍鋅鋼產品 12,265 2.8 68,582 11.0%

－彩塗鍍鋅鋼產品 21,141 7.3 52,336 16.1%

合計 34,401 4.5 124,581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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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整體毛利率有所下跌，主要是隨著銷售及生產量下跌，產品的平均生產
成本上升。本集團將密切注視鋼材市價的趨勢，加強對生產成本的管控。

其他收入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其他收入約人民幣5,015,000元，相較於
2021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37,000元增加人民幣4,878,000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
期外匯匯兌收益淨額。

銷售及分銷費用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約人民幣29,858,000
元減少至本期的約人民幣 25,924,000元。減少的主要原因是銷量下跌導致運輸
開支減少。

管理費用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管理費用約為人民幣9,312,000元，與2021
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9,552,000元相若。

財務成本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成本約人民幣11,510,000元，與2021年
同期的約人民幣 11,480,000元相若。

稅前（虧損）╱利潤

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稅前利潤約人民幣73,760,000元，本期則
錄得稅前虧損約人民幣 7,895,000元。

所得稅

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9,366,000元，本期則
錄得所得稅抵免約人民幣 2,751,000元。本期錄得稅項抵免，主要由於撥回過往
各年中國企業所得稅的超額撥備以及遞延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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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溢利

因上述原因，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約人民幣5,144,000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溢利：約人民幣64,394,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持有的銀行存款及現金約人民幣255,799,000元（2021年
12月31日：約人民幣216,064,000元）。於 2022年6月30日，用以抵押本集團所發行
票據的存於銀行的受限制銀行存款合共約為人民幣73,358,000元（2021年12月31
日：約人民幣 80,946,000元）。董事會將確保任何時間均維持充足流動性應付已
到期的負債。

流動資產淨值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405,230,000元（2021年12月
31日：約人民幣447,061,000元）。流動比率乃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於
2022年6月30日約為1.3（2021年12月31日：約 1.4）。

借貸及資產抵押

於2022年 6月30日，本集團有約人民幣500,607,000元（202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503,92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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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人民幣 207,60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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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30日約0.7（2021年12月31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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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目標是維持資金靈活度，保存
充足銀行結餘、信貸融資及帶息借款，令本集團可持續運作。

或然負債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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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風險

本集團面臨多種財務風險，包括在日常業務過程中的外幣風險、利率風險及信
用風險等。

－ 外幣風險

本集團大多數業務以人民幣結算。然而，本集團向海外客戶的銷售以外幣
結算。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收入約88.0%以人民幣結算，另約12.0%以外
幣結算。

外幣匯率波動會影響本集團以外幣結算的銷售收入，或會對本集團造成
不利影響。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合約對沖外幣風險。本集團管理層會
密切注視匯率變動，監控匯率風險，並會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
險。

－ 利率風險

本集團面臨的利率風險主要來自定息銀行存款及借款。本集團現在並無
利用任何衍生合約對沖所面臨的利率風險。

－ 信用風險

本集團的信用風險主要來自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約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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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
重大事項。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告「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一節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概無其他重大投
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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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並無建議就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2022年6月30日後事項

自2022年6月30日至本公告日期，概無任何重大報告期後事項。

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劉英傑
先生、楊廣先生及曹成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務為檢討及監督本公
司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控制。

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信納本集團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乃按照適用會計準則而編製，公允呈報本集團本期的財務狀況及業績，並已作
出充足披露。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2018年11月19日於聯交所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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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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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彩塗鍍鋅鋼產品毛利率較高，以及原有的
彩塗產品線的利用率已接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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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 2022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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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線
進行的

經修訂分配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的
動用情況

2022年
1月1日起
至2022年
6月30日
止期間的
動用情況

截至2022年
6月30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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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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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23) 6,500 2022年
12月 31日
或以前

擴充彩塗產品線的產能 – – – – 29,500 (20,650) (2,950) 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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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73) 12,400

於2022年6月30日，所得款項淨額的未動用餘額存放於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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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相信有效的企業管治常規乃維護其
股東及其他持份者利益以及提升股東價值的基礎。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證券。於截至2022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已確認彼等於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全面遵守標準守
則項下的必要標準。

發佈中期業績及寄發中期報告

本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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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
報告，將於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上述網站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康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萍

香港，2022年8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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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潮先生及陸小玉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英傑先生、
楊廣先生及曹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