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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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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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jia Group Company Limited
思嘉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63）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及
繼續暫停買賣

財務摘要

• 收入減少13.5%至人民幣1,035,100,000元

• 毛利減少42.3%至人民幣292,200,000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人民幣354,500,000元

• 每股基本虧損為人民幣42.31分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四日起暫停於聯交所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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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思嘉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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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5 1,035,130 1,197,085

銷售成本 (742,933) (690,964)
    

毛利 292,197 506,121

其他收入及收益 6 5,945 4,776

銷售及分銷成本 (15,318) (18,024)

行政開支 (79,234) (80,812)

其他開支 (4,832) (5,351)
    

經營所得溢利 198,758 406,710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的虧損 7 (6,079) –

多項資產減值 (522,476) –

財務成本 8 (12,136) (3,130)
    

除稅前（虧損）╱溢利 9 (341,933) 403,580

所得稅開支 10 (12,728) (75,790)
    

年度（虧損）╱溢利 (354,661) 327,790

除稅後其他全面開支：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非中國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225) (1,752)
    

年度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354,886) 326,038
    

應佔年度（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54,488) 328,277

非控股權益 (173) (487)
    

(354,661) 327,790
    

應佔年度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54,713) 326,525

非控股權益 (173) (487)
    

(354,886) 326,038
    

每股（虧損）╱盈利（人民幣分） 11

－基本 (42.31) 39.61
    

－攤薄 (42.31) 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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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87,585 776,389

預付土地租金 34,509 30,661

無形資產 4,550 5,761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93,616 174,065

可供出售投資 4,140 4,140

遞延稅項資產 34,331 3,754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58,731 994,770
    

流動資產
存貨 117,451 106,989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2 305,767 245,96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6,567 115,984

已抵押存款 70,502 25,9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116 242,070
    

流動資產總值 700,403 736,96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3 250,731 104,63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8,169 38,557

計息銀行借貸 224,476 89,766

遞延收入 360 360

應付稅項 23,787 22,997

應付一名關連人士款項 125 119
    

流動負債總額 567,648 256,434
    

流動資產淨值 132,755 480,52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91,486 1,475,297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貸 100,000 –

遞延收入 2,490 2,850

遞延稅項負債 14,293 14,293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6,783 17,143
    

資產淨值 1,074,703 1,458,154
    

資本及儲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747 728

儲備 1,069,616 1,452,913
    

1,070,363 1,453,641

非控股權益 4,340 4,513
    

權益總額 1,074,703 1,45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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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七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9號

中國海外大廈10樓F室。本公司的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並自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四日起

暫停買賣。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透過其主要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設計、開發、生產及銷售(i)高強聚酯纖維高分子複合材料

及其他強化複合材料、(ii)常規材料及(iii)為戶外休閒、娛樂及運動消費市場提供的下游相關充氣及防水產品。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刊發日期，浩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浩林國際」）為最終控股公司，而

林生雄先生（「林先生」）為最終控制人。浩林國際並無編製可供公眾閱覽之財務報表。

2.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

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進行編製。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連續兩個年度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

損，而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四日起暫停買賣。包括銀行授出約人民幣47,000,000元之銀行融資已於本報告

日期動用及屆滿，本公司正與有關銀行磋商重續事宜。上述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令本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嚴

重成疑，因此，本集團或未能於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償還其負債。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基準的有效性取決於控股股東的財務支援是否足以為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求提

供資金。控股股東同意於本集團之負債到期時向其提供足夠資金償還負債。該等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基

準的有效性取決於本集團之往來銀行的持續支持。本集團正與其往來銀行磋商重續及增加銀行融資。董事相信銀行融

資將獲重續及增加。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屬合適。倘本集團未能持續經營，則會對財務報表

作出調整，將本集團的資產價值調整至其可收回金額、為任何可能產生的額外負債計提撥備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

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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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與其經營相關，並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之所有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其於本年度及過往年

度呈報之金額造成重大變動。

本集團已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修訂綜合財務報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之修訂聯合安排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投資於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除下文所述外，提早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呈報金

額造成重大變動：

(a)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標題為「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引入有關全面收入表及收入表之新術語。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全面收入表」易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而「收入表」易名為「損益表」。香港

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保留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為單一或兩個獨立但連續的報表之選擇權。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要求對其他全面收入部分作出額外披露，使其他全面收入項目歸類為兩個類別：(a)不

會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及(b) 於符合特定條件時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他全面收入項

目之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配。

該等修訂已獲追溯應用，因此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已作修改，以反映有關變動。除上述修訂外，應用香港

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不會對損益、其他全面收入及全面收入總額產生任何影響。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列明附屬公司、聯合安排及聯營公司之披露規定，並就未經

綜合入賬的結構性實體引入新披露規定。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僅影響綜合財務報表內本集團附屬公司相關之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已

獲追溯應用。

除上文所述外，本集團概無提早應用任何其他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就

有關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展開評估，惟現時仍未能評定有關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是否會對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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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僅有一個營業分部，主要從事設計、開發、生產及銷售(i)高強聚酯纖維高分子複合材料及其他強化複合材料；(ii)

常規材料；及(iii)相關下游充氣及防水產品，以戶外休閒、娛樂及運動消費市場為目標。

地區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795,143 967,510 1,020,260 986,876

其他 239,987 229,575 – –
     

1,035,130 1,197,085 1,020,260 986,876
     

呈列地區資料時，收入資料按客戶所在地顯示，而非流動資產資料則按資產所在地顯示，但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

項資產。除中國外，並無單一國家的交易收入佔本集團年內總銷售額10%或以上（二零一一年：無）。

主要客戶的資料

年內概無任何與單一客戶的交易收入佔本集團總銷售10%或以上（二零一一年：無）。

5.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向客戶銷售貨品）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品銷售 1,035,130 1,197,085
   

6.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1,992 2,067

政府資助（附註） 2,362 2,31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 11

租金淨收入 181 136

來自可供出售投資的股息收入 60 4

雜項收入 1,350 239
   

5,945 4,776
   

附註： 已收取政府資助用作開發新產品及落實環保發展計劃。有關政府資助與任何非流動資產無關，亦並無附帶特定條件，因此，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取資助後確認資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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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的虧損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董事會決議註銷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四川嘉潔環保技術有限公司（「四川嘉潔」）。四

川嘉潔的取消註冊手續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完成，並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註銷的虧損

約為人民幣6,079,000元，按下述計算所得：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於處置日期，四川嘉潔的資產淨值如下：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值 2,759

貿易應收款項 3,315

其他應收款項 2

銀行及現金結餘 3
  

6,079

註銷的虧損 (6,079)
  

總代價 –
  

註銷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所註銷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
  

8. 財務成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13,741 3,130

減：資本化利息 (1,605) –
   

12,136 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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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項目後列示：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742,933 690,96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8,709 28,677

無形資產攤銷 1,211 1,12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125 (1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42,616 30,58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824 6,747

僱員福利開支 2,627 2,416
   

47,067 39,744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開支 2,282 1,763

研發成本 38,122 45,339

匯兌虧損淨額 3,774 5,092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198,602 –

預付土地租金減值 8,896 –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的減值 169,552 –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63,039 –

支付供應商的墊款減值 82,387 –

核數師酬金 2,200 2,699
   

10. 所得稅（抵免）╱開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

年內扣除 43,305 70,731

遞延稅項 (30,577) 5,059
   

12,728 75,790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所在及經營之司法權區產生或導致的溢利按實體基準繳付所得稅。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付任何開曼群島或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相關稅務法例，本集團須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

利於該期間按16.5%稅率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

並無產生自香港的應課稅溢利，故無就所得稅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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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約人民幣354,488,000元（二零一一年：溢

利約人民幣328,277,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837,862,000股（二零一一年：約828,831,000股普通股）

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由於本公司於年內並無潛在攤薄的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虧

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一致。

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300,667 245,962

應收票據 5,100 –
   

305,767 245,962
   

本集團與客戶的交易條款主要以信貸及貨到付款為主。信貸期一般為30至90天。各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額。新客戶一

般須支付墊款。本集團致力嚴格監控未償還的應收款項，管理人員會定期審核逾期結餘。

於呈報期末的貿易應收款項（於扣除撥備後）按本集團有權收取之日期劃分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209,910 220,038

多於3個月但於6個月內 30,725 24,727

多於6個月但於1年內 59,943 1,197

多於1年 5,189 –
   

305,767 245,962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就貿易應收款項計提減值約人民幣63,039,000元（二零一一年：無）。

13.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90,008 20,457

應付票據 160,723 84,178
   

250,731 10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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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呈報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劃分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194,970 74,538

多於3個月但於6個月內 49,699 30,097

多於6個月但於1年內 4,431 –

多於1年 1,631 –
   

250,731 104,635
   

14. 股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普通股 1,760 1,760
   

已發行及繳足：

852,612,470（二零一一年：828,831,000股普通股）股

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普通股 747 728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之股息，並有權於本公司大會上就每股股份投一票。就本公司之剩餘資產而言，所有

普通股享有同等地位。

年內已發行股份數目及股本的變動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828,831 728

就以股代息計劃配發及發行新股（附註(i)） 23,781 19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52,612 747
   

附註：

(i) 以股代息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採納以股代息計劃，向股東提呈選擇獲配發入賬列作繳足新股代替現金股息，以收取全

部或部分末期股息的權利。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本公司根據以股代息計劃配發及發行23,781,470股每股面值2港元的股

份，因此，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增加約24,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9,000元），而其股份溢價賬增加約47,539,000港元（相等

於約人民幣38,825,000元）。

(ii) 購股權

 有關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及根據該計劃發行的購股權詳情載於年報財務報表附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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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非上市認股權證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七日，本公司為取得現金已發行35,000,000份每份0.01港元的非上市認股權證（「認股權證」）。配售認

股權證所得款項總額及所得款項淨額（扣除所有相關開支）分別約為35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300,000元）及約為188,000

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61,000元）。本公司已將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年內，概無任何認股權證獲行使（二零一一

年：無），而認股權證項下之認購權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期滿。

(iv) 資本管理

 本集團管理資本時旨在保障本集團能持續經營及透過優化負債及權益的平衡提高股東回報。

 本集團按風險比例釐定資本金額。本集團管理資本結構，並根據經濟狀況變化及有關資產的風險特徵作出調整。為維持或調整

資本結構，本集團可能調整支付的股息、發行新股、回購股份、募集新債務、贖回現有的債務或出售資產以減少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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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表示保留意見，其

概要如下：

有保留意見之基準

「1. 年初結餘及相對比較數字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構成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相對比較數字的基準）

並非由吾等審核。並無可信納的審核程序，以確定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示的年初結餘及相對比較數字的實存性、準

確性、呈列及完整性。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減值虧損包括結轉自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

餘相關之金額約人民幣223,000,000元。吾等並未獲提供充份合適的審核憑證以釐定減值虧損應記入本年度或過往年

度。

2. 銷售額、銷售成本

截至本報告日期，吾等並未取得充份合適的審核憑證以核實是否已於綜合財務報表妥為列示年內銷售額及銷售成本。

3. 存貨

吾等於　貴公司的呈報期末（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方獲委聘為　貴公司核數師，因此，吾等未能出席　貴

集團截至該日的存貨實物盤點。吾等並無其他令人信納之審核程序可予採納，以信納截至該日的存貨賬面值約人民幣

117,451,000元。吾等未能取得充份合適的審核憑證，使吾等信納截至該日有關存貨的實存性、數量及狀況。

4. 貿易應收款項

截至本報告日期，吾等並未取得充份合適的審核憑證，使吾等信納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貿易應收款項約人

民幣21,800,000元之可收回性。吾等並無其他令人信納之審核程序可予採納，以釐定是否應於財務報表內就不能收回

之該等款項而計提撥備。

以上第1至第4項所述事項如有任何調整，均可能對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　貴集團截至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現金流量，及　貴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以及綜合財務報表的相關披露

資料產生影響。

有保留意見

吾等認為，除有保留意見之基準各段所述事項可能產生之影響外，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公允地反映　貴集團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事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業績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

為編製。

須注意事項－持續經營基準

吾等並無發出進一步保留意見，惟謹請注意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及2，當中列載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錄得虧損約人民幣354,661,000元及　貴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四日起暫停買賣。包括銀行授出約人民幣47,000,000

元之銀行融資已於本報告日期動用及屆滿，　貴集團正與有關銀行磋商重續事宜。該等情況反映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可能

對　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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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二年對本集團而言是具挑戰性及積極發展基礎的一年，雖然本集團的業績因受到各項資產減值調整而錄得經審核綜合虧

損淨額約人民幣354,500,000元，年內本集團之業務發展基本仍保持平穩水平。

市場概覽

二零一二年對全球經濟而言充滿挑戰。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及美國經濟復甦較預期緩慢均令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出口罩

上陰霾。此外，中國採取緊縮貨幣政策冷卻物業市場，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由二零一一年的9.2%下降至二零一二年的7.8%。中

國的消費者情緒受國家經濟前景不明朗影響，而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增長於回顧年度放緩。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中國知名的軟體強化新材料行業領導者，為現代交通運輸、建築、再生能源、農業、保健、運動、戶外休閒、日用品

等領域提供專業新材料。本集團管理團隊在專利技術、產品創新及市場行銷方面都具有豐富的經驗。憑藉我們管理層的豐富經

驗，本集團落實市場導向的策略。本集團亦從事由技術研究及開發（「研發」）團隊及學術機構開發之新型產品的生產及銷售。本

集團多項新型產品及生產工藝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並獲得國家技術專利。

本集團的強化材料（「強化材料」）業務位於福州及上海，使用自主研發並獲得國家發明專利的設備及工藝生產新材料，包括建築

膜材、防水卷材、熱塑性聚氨脂（「TPU」）材料、氣密材料、氣模材料、沼氣池材料、蓬蓋材料、涉水防護服材料等。該等材料

具有抗拉伸、抗撕裂、抗剝離、阻燃、抗菌、耐腐蝕、抗老化、抗嚴寒、抗暴曬九大特性。同時，本集團已拓展至下游終端產

品（「終端產品」）業務，工廠位於廈門及武漢，主要開發及生產沼氣池等清潔能源產品，以及涉水防護服、充氣艇、大型充氣玩

具等戶外休閒運動消費品。

基於強化材料及終端產品的應用範圍廣泛，本集團的產品能夠應用於戶外休閒、運動、再生能源、防護、建築、物流、包裝、

醫療用途、安全用品、廣告及日常用品等11個主要行業。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的收入約為人民幣1,035,100,000元，與去年的收入約人民幣1,197,100,000元相比減少約人民幣

162,000,000元，或13.5%。跌幅主要是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若干產品售價下跌所致。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產品可分為三類：(i)強化材料；(ii)常規材料；及 (iii)終端產品。本集團主要收入來自強化材料，佔總

收入的約44.0%（二零一一年：約53.7%）。國內銷售繼續成為我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佔總收入的約76.8%（二零一一年：約

80.8%），出口銷售僅佔總收入的約23.2%（二零一一年：約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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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按產品劃分的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強化材料 455.8 44.0 642.8 53.7

常規材料 196.3 19.0 141.8 11.8

終端產品 383.0 37.0 412.5 34.5
     

1,035.1 100.0 1,197.1 100.0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地區劃分的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中國 795.1 967.5

其他 240.0 229.6
   

1,035.1 1,197.1
   

強化材料

於回顧年度，就強化材料而言，本集團交付最多充氣材料，其次為氣密材料及涉水防護服材料。憑藉本集團以往努力建立品牌

形像及聲譽，本集團開始向高端海外客戶交付更多充氣及氣密材料。本集團制訂策略，以利用於市場的領導地位及以具競爭力

的價格提供產品。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擁有75項專利，其中18項屬創新項目、19項為嶄新應用及18項屬外部設計。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強化材料所產生的收入達到約人民幣455,8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642,800,000元），佔總收入

的約44.0%（二零一一年：約53.7%），顯示銷售額下跌29.1%。強化材料的收入下跌主要由於市場競爭趨向激烈，導致涉水防

護服材料及沼氣池材料的銷售下跌所致。

常規材料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常規材料所產生的收入達約人民幣196,3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141,800,000元），佔總收入的

約19.0%（二零一一年：約11.8%），顯示銷售額上升約38.4%。

終端產品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終端產品所產生的收入下跌約7.2%，達約人民幣383,0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412,500,000

元），佔總收入的約37.0%（二零一一年：約34.5%）。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設有18家主要推廣終端產品的當

地銷售辦事處。

跌幅主要由於涉水防護服（其佔本集團的終端產品業務最大份額）的市場競爭趨向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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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財務業績

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入約為人民幣1,035,100,000元，與去年的收入約人民幣1,197,100,000元相

比減少約人民幣162,000,000元，或13.5%。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主要銷售分部，即(1)強化材料

呈報收入約為人民幣455,8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642,800,000元）；(2)常規材料錄得收入約為人民幣196,300,000

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141,800,000元）；及 (3)終端產品錄得收入約為人民幣383,0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

412,500,000元）。

收入整體下跌乃主要由於市場競爭趨向激烈，導致若干產品售價下跌。

毛利及毛利率

於回顧年度，毛利約為人民幣292,2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506,100,000元），而毛利率約為28.2%（二零一一年：

42.3%）。毛利率下降乃主要由於本集團強化材料新生產設施的折舊成本較高及產品售價整體下跌所致。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產品劃分的毛利率：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 ％
   

強化材料 35.0 41.9

常規材料 14.7 15.4

終端產品 27.1 52.3
   

總計 28.2 42.3
   

銷售及分銷成本

於回顧年度，銷售及分銷成本由約人民幣18,000,000元下跌約人民幣2,700,000元或15.0%至約人民幣15,300,000元，佔收入

比例由去年的1.5%維持於回顧年度的1.5%。銷售及分銷成本減少主要由於展覽開支下跌至約人民幣400,000元（二零一一年：

約人民幣3,300,000元）及員工成本於回顧年度減少至約人民幣4,0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4,900,000元），部分減幅

由運輸成本增加至約人民幣6,5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5,400,000元）所抵銷。

行政開支

於回顧年度，行政開支由約人民幣80,800,000元下跌約人民幣1,600,000元或2%至約人民幣79,200,000元，佔收入比例由去

年的6.8%增加至回顧年度的7.7%。行政開支下跌，主要由於研發開支下跌至約人民幣38,1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

45,300,000元），部分跌幅由法律及專業費用增加至約人民幣11,4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8,000,000元）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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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開發

於回顧年度，研發成本約為人民幣38,100,000元或佔收入的3.7%（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45,300,000元或佔收入的3.8%）。本

集團相信，其於研發方面持續付出的努力對維持長期競爭力、挽留現有客戶以及提高吸引新客戶及開闢新市場的能力尤其關

鍵。本集團計劃繼續劃撥資源進行研發活動，旨在降低原材料成本、優化生產工藝、增加產能及開發高附加值新材料。

減值及撇銷

本集團的管理層於評估其資產的價值及應收賬款的可收回性時採取審慎態度，包括考慮獨立專業估值師的估值、客戶的信貸歷

史及當前市況。

已於回顧年度確認以下項目之減值：

(i) 支付供應商的墊款約人民幣82,400,000元，主要用於（共同或單獨）開發產品，而產品其後不獲本集團批准╱採納；

(ii) 貿易應收款項約人民幣63,000,000元，乃由於交付有缺陷的產品或逾期超過12個月的貿易應收款項；及

(iii) 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377,100,000元。減值乃主要由於(a)本集團所用之定制廠房及設備；(b)向當地政

府支付的土地成本預付款項約人民幣80,000,000元，該筆款項其後用作徵地賠償；(c)建築成本的預付款項約人民幣

42,000,000元，用作共同建設及發展一座實驗室大樓；(d)與供應商共同開發生產線，其後該生產線因不符合成本效益

而遭本集團終止營運。由於該等金額一般為不可收回及╱或未經資本化，董事於考慮（其中包括）獨立估值師進行之估

值後，採取審慎態度並相應確認減值金額。

概無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計提減值及撇銷以供比較用途。

財務成本

於回顧年度，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12,1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3,100,000元），佔二零一二年收入的約1.2%

（二零一一年：約0.3%）。於回顧年度，財務成本較去年增加，主要由於銀行借貸增加。

利息收入

於回顧年度，利息收入約為人民幣2,000,000元（二零一一年：約人民幣2,100,000元）。

年度虧損

儘管主要因資產減值而產生虧損約人民幣522,500,000元，董事於計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毛利約人

民幣292,200,000元、截至目前已確認訂單及本集團未來銷售前景後，認為本集團擁有可行及可持續之業務。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一一年：每股普通股1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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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股東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東資金總額約為人民幣1,074,700,000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1,458,100,000元，跌幅為26.3%。

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700,400,000元，總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567,600,000元，流

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32,800,000元。經考慮本業績公告附註2所載控股股東提供之財務援助後，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充足

營運資金撥資其營運，並於可見將來履行其到期之財務責任。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淨負債比率按計息負債總額佔資產總值的百分比計算為18.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為5.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80,1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42,000,000元），大部分以人民幣結算。

銀行借貸

本集團計息銀行借貸約為人民幣324,5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89,800,000元），而銀行融資總金額約

為人民幣673,4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10,000,000元）。

資本開支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產生資本開支約人民幣373,100,000元，主要用於購置生產設施及包含廠房、倉庫及辦公室的上海金山廠

房建設工程。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交付的按金主要用於購置生產設施（包括貼合機），該等生產設施將交付予於福州的第二期廠

房。於回顧年度的全部資本開支以本集團內部資源撥資。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共僱用僱員1,050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22名）。

本集團視人力資源為我們持續增長及取得盈利的關鍵因素，其致力改善全體僱員的質素、能力及技能。本集團為各層級的僱員

提供在職培訓，持續為合資格僱員推出具競爭力的薪酬組合及花紅，並按我們及個別僱員的表現獎勵傑出員工。

前景

展望未來，本集團擬專注發展業務，其中包括：(i)發展上海工業廠房（包括計劃增加廠房及設備，形成規模化經營），以生產蓬

房材料、汽車窗梁材料、雙膜儲氣櫃材料；(ii)發展福州業務，陸續擴大充氣材料、下水褲材料、TPU材料、乙烯醋酸乙烯酯

（「EVA」）材料以及新材料的開發投產；(iii)更好的規劃本集團產品銷售、生產策略，减低勞動力成本高的產品，開發高附加值勞

保產品及；(iv)設立海外銷售公司或代理商，以吸納更多海外市場的潛在客戶。因此，本集團除繼續鞏固好氣模材料，充氣艇材

料，下水褲材料產品之外，亦計劃全力開發其他高毛利率產品如寬幅蓬房材料，膜結構材料，雙膜儲櫃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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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載於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生效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原則及守則

條文及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效）（「該守則」）。

不遵守上市規則

根據上市規則第13.46(2)及13.49(1)條的規定，本公司須在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及三個月

內，向本公司各名股東及其上市證券的其他持有人寄發年報及刊發全年業績公告。然而，由於本公司前任核數師安永會計師

事務所的觀察所提出的事項及本公司隨後核數師變更，本公司未能於有關上市規則所載之指定期間內寄發其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及刊發全年業績公告。董事會知悉，延遲寄發年報及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分別違反第13.46(2)及

13.49(1)條的規定。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詳細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

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股份

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股份。

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工作範圍

載於本初步公告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及相關附註

的數字已獲本集團之核數師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有關數字乃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數字。

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本公告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

香港核證聘用準則所進行之核證委聘，故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不會對初步公告發出任何核證。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

呈報之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有關賬目符合適

用的會計標準、上市規則及所有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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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四日起暫停於聯交所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公佈全年業績

本全年業績公告登載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sijia.hk)。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全部資

料的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將在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各股東及可於上述網站閱覽。

承董事會命

思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生雄

香港，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林生雄先生、張宏旺先生及黃萬能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莊志華先生、蔡維燦先生及吳建華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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