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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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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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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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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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226 691,240
－毛利 47,801 49,300
－毛利率 7.6% 7.1%
－期內溢利 10,563 12,165
－純利率 1.7% 1.8%
－每股盈利 人民幣0.02元 人民幣0.02元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主要表現比率
－流動比率 1.5 1.5
－資產負債比率 0.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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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625,226 691,240
銷售成本 (577,425) (641,940)

    
毛利 47,801 49,300

其他收入 5 3,717 1,798
銷售開支 (21,984) (20,080)
行政開支 (9,350) (8,424)

  
經營溢利 20,184 22,594

融資成本 6(a) (8,317) (11,290)

    
除稅前溢利 6 11,867 11,304

所得稅 7 (1,304) 861

    
期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10,563 12,165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8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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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0,563 1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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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113

期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10,679 1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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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6月30日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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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575 305,316

流動資產
存貨 339,764 335,5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9 475,535 489,46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0,559 94,955
銀行存款及現金 214,633 184,216

1,160,491 1,104,14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0 363,980 345,750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 35,257 23,818
銀行及其他貸款 11 344,246 329,769
租賃負債 1,669 2,082
即期稅項 34,879 40,813

780,031 742,232

流動資產淨額 380,460 361,91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58,035 667,22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2,420 36,028
遞延稅項負債 14,569 16,489

36,989 52,517

資產淨值 621,046 614,71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34 534
儲備 620,512 614,177

權益總額 621,046 61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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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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已於2020年8月28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根據2019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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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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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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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業務的定義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重大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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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寬減」除外，此修訂提供可
行權宜方法允許承租人豁免評估的規定，不評估直接由新冠肺炎疫情產生的若干合資格
租金寬減是否屬租賃修訂，而以並非租賃修訂方法入賬。本集團已選擇提早採納此修訂
且於中期報告期內對所有合資格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寬減應用可行權宜方法。因此，
收取的租金寬減已於觸發上述付款的事件或條件發生的期間在損益表確認為負值的可
變租賃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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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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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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24 40,308

－銷售非彩塗熱鍍鋅鋼產品 384,423 449,803

－銷售彩塗熱鍍鋅鋼產品 205,679 201,129

625,226 69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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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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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他收入及銷售及行政開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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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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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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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24 384,423 205,679 625,226

報告分部毛利 2,330 22,952 22,519 47,801

201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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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8 449,803 201,129 691,240

報告分部毛利 2,478 24,989 21,833 4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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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595,095 650,899

南韓 13,233 26,276

其他國家 16,898 14,065

625,226 69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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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1,426 654

匯兌收益淨額 1,489 327

政府補助 783 1,04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32) (330)

其他 51 102

3,717 1,79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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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7,741 10,405

租賃負債利息 576 885

8,317 11,290

(b) 員工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9,668 20,274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275 1,673

19,943 2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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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項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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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59 22,898

－使用權資產 917 78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減值虧損撥回） 47 (363)

存貨成本 577,425 641,940

7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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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 2,52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478 (3,021)

2,991 (492)

香港利得稅：
－本期撥備 233 596

3,224 104

遞延稅項
臨時性差額撥回及產生 (1,920) (965)

1,304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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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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自2019/20評稅年度起按利得稅
兩級制繳納香港利得稅。首 2,000,000港元（「港元」）溢利的利得稅率將為 8.25%，而超
過該金額溢利的稅率將為16.5%。

(iii) 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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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iv) 中國所得稅法容許企業申請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證書，而經達成認可條
件的合資格企業有權享有15%優惠所得稅稅率。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合資
格成為高新技術企業，並就截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曆年有權
享有15%優惠稅率。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中期期間之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溢利人民幣10,563,000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165,000元）及已發行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606,252,000股（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606,252,000股）計算
得出。

(b) 每股攤薄盈利

本公司於截至2020年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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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並無分別。

9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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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95 158,808

應收票據 360,740 330,653

475,535 489,461

貿易應收款項為自發票日期起 30天至90天內到期。一般而言，本集團並不會從客戶獲取
抵押品。

應收票據結餘指向客戶收取的到期日少於十二個月的銀行承兌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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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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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95,752 118,969
一至三個月 16,421 18,999
三至六個月 2,438 20,680
超過六個月 184 160

114,795 158,808

(b) 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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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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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68,000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261,382,000元）。

(c) 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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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680,000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172,13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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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680,000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
172,137,000元）。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賬面值為人民幣零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4,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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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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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28 80,721
－應付票據 276,993 248,010

352,521 328,731

合約負債：
－自客戶收取預付款項 11,459 17,019

363,980 34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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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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221,931 206,280

三至六個月 117,867 112,278

超過六個月 12,723 10,173

352,521 328,731

11 銀行及其他貸款

(a) 本集團的短期銀行及其他貸款包括：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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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00 53,000

－以應收票據作抵押 8,289 34,342

－由第三方作擔保 40,000 40,000

－無抵押及無擔保 136,000 107,000

237,289 234,342

其他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
－以應收票據作抵押 106,957 95,427

344,246 329,769

附註：

(i) 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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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75,000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69,422,000

元）。

(b)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人民幣549,000,000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
54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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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已動用融資額為人民幣388,450,000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
幣333,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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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息

(i) 歸屬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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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截至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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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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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港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每股普通股0.018港元） 4,344 9,567

13 承擔

並無於中期財務報告撥備的於2020年6月30日未履行的資本承擔：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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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7 2,667

14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自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給本集團的經營環境帶來了額外的不確定性，對本集
團的營運及財務狀況造成了影響。

本集團正密切注視新冠肺炎疫情對本集團業務的影響，並已落實多項應急措施，該等應
急措施包括但不限於重新評估在原材料價格波動情況下市場對本集團鋼產品的需求以
及該等產品的售價的波動（如有）、重新評估現有供應商的持續經營情況及╱或擴大原材
料供應商基礎以確保本集團能夠滿足客戶需求、藉加快債項結算改善本集團的現金管
理，以及與供應商磋商延長付款期。新冠肺炎疫情不斷演變之際，本集團將持續檢視該
等應急措施。

就本集團的業務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已令鋼產品銷售價量俱跌。隨著中國內地新冠肺炎
疫情勢態緩和，市場對鋼產品的需求以及該等產品的售價均見回升。除上述者外，本集
團亦於中期期間內獲豁免繳存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額達人民幣1,39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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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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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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取得收益約人民幣625,226,000元，較
2019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 66,014,000元或9.6%。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我們的冷軋鋼產品及鍍鋅鋼產品的銷售量
合計117,689噸，較截至2019年同期的128,520噸減少了 10,822噸或 8.4%。其中，我
們的冷軋鋼產品和鍍鋅鋼產品的銷售量分別為8,254噸和109,444噸，而鍍鋅鋼產
品中，非彩塗鍍鋅鋼產品銷量為76,883噸，彩塗鍍鋅鋼產品銷量為約32,561噸。
非彩塗鍍鋅鋼產品較2019年同期下跌了12,446噸，彩塗鍍鋅鋼產品較2019年同
期增加了2,738噸。各產品的平均銷售價格相對去年同期也有輕微下調。

雖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集團的銷售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通過對
生產成本的嚴格控制，各產品毛利率有一定的上升，其中冷軋鋼產品的毛利率
同比上升了0.5%，非彩塗鍍鋅鋼產品的毛利率同比上升了0.4%，彩塗鍍鋅鋼產
品的毛利率與去年同期持平。通過調整銷售產品結構，整體毛利率從2019年同
期的約7.1%上升至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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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2020年初爆發了新冠肺炎疫情，疫情給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疫情導致人員無法及時到崗，大部分企業復工延遲，我們的產量及銷量都有一
定程度的下滑，下游市場的需求也受到衝擊。為了減少疫情對企業的影響，政
府出台多項減免政策，如員工社保費用的減免，降低了集團一定的人工成本，
減少疫情期間企業的運營負擔。

受到GDP增速放緩、人口老齡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上半年度以冰箱、洗衣
機為代表的白色家電市場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雖然綫下銷售均價有所上升，但
銷售量下滑明顯，綫上銷售銷量有所增長，均價略降，同時品牌集中度進一步
提升。小家電方面，烤箱的銷量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出口量有所增長，因此
我們廣東地區烤箱材料的銷售增量較多。面對上半年複雜的市場環境，加強內
部管控，進一步控制生產成本，同時得益於政府的優惠政策，使得我們的業績
並未產生大幅度的下滑。

隨著二季度GDP出現V型反彈給市場帶來了信心，集團下半年的生產重點是提升
產品品質、豐富營銷手段及改善服務質量。集團將進一步加大市場開發力度，
爭取進一步提高終端家電製造商的訂單比例，使訂單更穩定，並且能夠維持更
高的毛利率。同時疫情也改變了市場的格局，我們相信疫情是帶來也挑戰，但
是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隨著疫情得到控制，我們有信心進一步提升我們的
銷量和利潤。我們會積極推進擴產計劃，致力於實現可持續的業務發展，為股
東帶來長期價值。

財務回顧

財務業績

收益

本集團收入主要來自銷售軋硬卷及熱鍍鋅產品。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期間，本集團總收入約人民幣625,226,000元，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
間營業收入約人民幣691,240,000元下跌約9.6%。本集團收入的下跌主要是由於
銷售量和銷售產品平均銷售價格的下降。集團業務雖受疫情影響，但集團積極
採取措施和調整銷售產品結構，因此總體銷售收入下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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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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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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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24 8,254 4,255 40,308 9,368 4,303 -12.9% -11.9% -1.1%

熱鍍鋅鋼產品 590,102 109,444 5,392 650,932 119,152 5,463 -9.3% -8.1% -1.3%

－非彩塗鍍鋅鋼產品 384,423 76,883 5,000 449,803 89,329 5,035 -14.5% -13.9% -0.7%

－彩塗鍍鋅鋼產品 205,679 32,561 6,317 201,129 29,823 6,744 2.3% 9.2% -6.3%

合計 625,226 117,698 5,312 691,240 128,520 5,378 -9.6% -8.4% -1.2%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毛利約人民幣47,801,000元（截至2019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49,300,000元），整體毛利率由2019年約7.1%上
升到2020年約7.6%。以下是本集團截至2020年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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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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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0 6.6% 2,478 6.1%

熱鍍鋅鋼產品 45,471 7.7% 46,822 7.2%

－非彩塗鍍鋅鋼產品 22,952 6.0% 24,989 5.6%

－彩塗鍍鋅鋼產品 22,519 10.9% 21,833 10.9%

合計 47,801 7.6% 49,30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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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整體毛利率有所上升，主要是公司積極加強對鋼材市場價格的預期管
理，降低原料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

其他收入╱開支

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其他收入╱開支淨額約人民幣3,717,000
元，相較於2019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798,000元增加人民幣1,919,000元。增加的主
要原因是由於銀行利息收入增加及外匯匯兌收益增加。

銷售及分銷費用

本 集 團 的 銷 售 及 分 銷 費 用 由 截 至2019年 6月30日 止 六 個 月 期 間 的 約 人 民 幣
20,080,000元增加至2020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1,984,000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運費
成本增加。

管理費用

本集團的管理費用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約人民幣8,424,000元
增加至2020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9,350,000元。主要是因為諮詢服務費的增加。

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約人民幣11,290,000元
下降至2020年同期的約人民幣8,317,000元。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期內貸款利息減
少所致。

稅前利潤

本集團的稅前利潤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約人民幣11,304,000元
輕微增加至 2020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11,867,000元。

所得稅

本集團的所得稅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錄得所得稅抵免約人民幣
861,000元變為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1,304,000
元。集團其中一家附屬公司於2018年底獲得相關稅務局批准以高新科技企業身
份計稅，享有優惠所得稅率 15%。2019年錄得所得稅抵免是因為回撥過往年度
超額撥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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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

因上述原因，本集團期內溢利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
12,165,000元下跌至2020年同期約人民幣10,563,000元。本集團本期間的淨利率約
1.7%（2019年：1.8%）。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持有的銀行存款及現金約人民幣214,633,000元（2019年
12月31日：約人民幣184,216,000元）。於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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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50,000元，與2019年12月
31日的數額約人民幣 53,600,000元相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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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380,460,000元（2019年12月
31日：約人民幣361,912,000元）。流動比率乃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於
2020年6月30日為1.5（2019年12月31日：約 1.5）。

借貸及資產抵押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有約人民幣 344,246,000元（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329,769,000元）的銀行及其他貸款，其中約人民幣53,000,000元以本集團的物業、
廠房及設備抵押，約人民幣115,246,000元由其他金融機構及銀行提供的貸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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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借款（包括所有計息貸款及應計開支及其他
應付款項內之應付關聯方款項）除以權益總額計算，於2020年6月30日約0.6（2019
年12月31日：約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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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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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收入約95.18%以人民幣結算，另約 4.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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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監控匯率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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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任何衍生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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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應收款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約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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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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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2020年6月30日後事項

自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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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李苑輝
先生、曹寶忠先生及楊廣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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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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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聯交所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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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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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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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額配股權所得款項將用作償還未償還貸款。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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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31日的
動用情況

2019年
1月1日至

2020年
6月30日的
動用情況

截至2020年
6月30日的
未動用餘額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擴充產能及提升生產效率 97,683,000 – – 97,683,000
償還2018年12月到期的銀行貸款 3,964,000 3,964,000 – –
償還未償還貸款 5,439,000 5,439,000 – –

總計 107,086,000 9,403,000 – 97,683,000

所得款項淨額餘額存放於銀行。過往於招股章程披露的所得款項淨額擬
定用途概無變動。

誠如招股章程所披露，董事已於2018年年底鎖定與本集團目前生產設施相
鄰的兩塊土地可供租賃及生產用途，而根據業務發展計劃，於 2019年，新
生產廠房的建築工程應已展開，生產設施及設備的分期付款應已支付。

然而，根據2019年與常州市武進區橫山橋鎮人民政府（「人民政府」）的溝通，
按照橫山橋鎮最新的總規劃，本公司鎖定的兩塊土地不再分類為工業用
途，而被中國政府分類為農業用途，令其不切合本集團的擴充計劃。由於
拿取合適土地是我們發展計劃的最重要階段，根據最新的工業用地政策，
管理層已考察和探索本集團目前生產基地附近的不同可能地點，以及與
潛在業主進行磋商，並與人民政府積極溝通（因其知悉土地用途變更）。

2020年初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拿地程序至今未有多大進展，發展
計劃進度目前滯後。倘能夠拿取合適土地，預計發展計劃將按計劃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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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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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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證券。於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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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
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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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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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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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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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李苑輝先生、
曹寶忠先生及楊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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