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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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O GROUP LTD.
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

（公司註冊編號198902648H）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048
新加坡股份代號：MR8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未經審核末期業績公告

新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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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末期業
績。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101,169 225,857
銷售成本 (99,538) (228,831)  

毛利╱（虧損） 1,631 (2,974)

其他收入 5 2,537 2,182
分銷及銷售成本 6 (1,342) (4,018)
行政開支 (10,740) (8,041)
其他經營開支 (3,437) (1,682)
財務成本 7 (4,643) (5,672)  

除稅前虧損 8 (15,994) (20,205)
所得稅開支 9 (31) (131)  

持續經營業務的本財政年度虧損 4 (16,025) (20,336)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本財政年度虧損 10 (1,853) (4,411)  

本財政年度虧損 (17,878) (24,747)  



– 2 –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 (15,384) (19,899)
－ 已終止經營業務 (926) (2,205)  

(16,310) (22,104)  

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內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 (641) (439)
－ 已終止經營業務 (927) (2,204)  

(1,568) (2,643)  

年內虧損 (17,878) (24,747)  

每股虧損 11
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9.55)美仙 (12.94)美仙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9.00)美仙 (11.65)美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54)美仙 (1.29)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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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重列）

年內虧損 (17,878) (24,747)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的項目
換算本集團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已扣除零稅項 – 208  

本財政年度其他全面收益，已扣除稅項 – 208  

本財政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17,878) (24,539)  

有關年內的股息詳情披露於本公告附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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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重列）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1,928 73,131
土地使用權 4,459 5,701
企業合併產生的商譽 4 4  

66,391 78,836  

流動資產
存貨 1,326 3,92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8,278 42,374
衍生金融工具 – 11
已抵押之銀行存款 169 32,3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602 1,074  

29,375 79,763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資產 44,703 –  

74,078 79,763  

總資產 140,469 158,599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5 26,027 –
遞延收益 158 964  

26,185 96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14,641 63,451
遞延收益 529 310
借貸 15 52,926 77,266
（抵免）╱應付稅項 (15) 76  

68,081 141,103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直接相關的負債 44,124 –  

總流動負債 112,205 141,103  

總負債 138,390 142,067  

資產淨值 2,079 16,532  

權益
股本 32,239 32,239
儲備 (31,389) (18,142)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儲備 579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 1,429 14,097

非控制性權益 650 2,435  

總權益 2,079 1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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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是一家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根據新加坡公司法（第50章）在新加坡成立的有限
公司，自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起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主板上市及
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雙重上市。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24 Raffles Place, #10-05 Clifford Centre, Singapore 048621。本集團的總辦
事處及主要經營地點位於香港九龍麼地道68號帝國中心11樓1102-04室。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從事 (1)鐵礦石、煤炭及鋼材產品的貿易及分銷；
及 (2)金屬包裝行業的鍍錫鋼片及相關產品的生產、銷售及分銷。

2.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
定及由新加坡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詮釋（「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編製。

除衍生金融工具按其公平值列賬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本綜合財務
報表以美元（「美元」）呈列，除另有指明外，表內所有數值均約整至最接近於千位（「千美元」）。

本集團就其財務報表已採納新修訂及經修訂的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
詮釋（已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對本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
響且本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並無因其發展而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於本綜合財務報表採用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詮釋。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新
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的影響，但仍未就該等準則及詮釋是否將對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
成重大影響作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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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銷售貨品：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鐵礦石、煤炭及鋼材產品 99,105 193,105
鍍錫鋼片製造 2,064 32,752  

101,169 225,857  

已終止經營業務
鍍錫鋼片加工 22,899 22,705  

124,068 248,562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其業務分部組成業務單位。可予報告分部為貿易、鍍錫鋼片製造及鍍錫鋼片加工。
管理層個別監察業務單位的經營業績，以作出分配資源決定及評估各分部的表現。

(i) 業務分部

本集團有三個可報告分部，詳情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貿易

供貿易及分銷之全面產品組合範圍是：

i) 鐵礦石；

ii) 煤炭；及

iii) 鋼材產品包括鋼材半製成品（如用作生產螺紋鋼的鋼坯及板坯）、鋼材製成品（長
形產品：如螺紋鋼、線材、鋼管、型鋼、角鋼；扁平產品：熱軋板卷及冷軋卷）及
其他（鍍鋅鋼卷及彩塗鍍鋼卷）。

鍍錫鋼片製造

製造及銷售鍍錫線產品，包括鍍錫鋼片、鍍鉻板及廢鋼。

已終止經營業務

鍍錫鋼片加工

加工、分銷及銷售通過多種工序處理（包括開平剪切、裁剪及印刷）的鍍錫鋼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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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貿易
鍍錫鋼片

製造 抵銷 小計
鍍錫鋼片

加工
本集團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來客戶 99,105 2,064 – 101,169 22,899 124,068

–分部內銷售 3,420 1,022 (4,442) – – –      

102,525 3,086 (4,442) 101,169 22,899 124,068      

分部業績 2,457 (1,097) 271 1,631 (1,858) (227)

其他收入 5,000 – (2,463) 2,537 5 2,542

其他成本 (18,285) – 2,766 (15,519) – (15,519)

財務成本 (1,567) (3,076) – (4,643) – (4,643)      

除稅前虧損 12,395 4,173 574 (15,994) (1,853) (17,847)

所得稅開支 (10) (21) – (31) – (31)      

年內淨虧損 (7,639) (8,960) 574 (16,025) (1,853) (17,878)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176,728 115,192 (196,154) 95,766 44,703 140,469      

分部負債 75,266 135,131 (116,130) 94,267 44,123 138,390      

其他分部項目

資本開支 – 294 – 294 1,845 2,139

折舊及攤銷 317 2,190 – 2,507 277 2,784

非現金項目，不包括折舊
及攤銷 10,081 7,569 – 17,650 – 1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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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貿易
鍍錫鋼片

製造 抵銷 小計
鍍錫鋼片

加工
本集團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來客戶 193,105 32,752 – 225,857 22,705 248,562

－分部內銷售 56,189 38,371 (94,560) – – –      

249,294 71,123 (94,560) 225,857 22,705 248,562      

分部業績 1,385 (5,811) – (4,426) (375) (4,801)

其他收入 906 1,276 – 2,182 40 2,222

其他成本 (8,039) (4,250) – (12,289) (2,414) (14,703)

財務成本 (2,550) (3,122) – (5,672) (1,661) (7,333)      

除稅前虧損 (8,298) (11,907) – (20,205) (4,411) (24,616)

所得稅開支 (43) (88) – (131) – (131)       

本財政年度虧損 (8,341) (11,995) – (20,336) (4,411) (24,747)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185,444 113,693 (182,790) 116,347 42,251 158,598      

分部負債 70,459 129,200 (102,786) 96,873 45,193 142,066      

其他分部項目

資本開支 2 3,200 – 3,202 – 3,202

折舊及攤銷 367 3,095 – 3,462 418 3,880

非現金項目，不包括折舊
及攤銷 1,881 129 – 2,010 1,566 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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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地區資料

按地區分部劃分的營業額以客戶所在地為依據而不論貨物生產的地方在何處。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三個主要地理區域。下表分析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分析的銷售收益及
非流動資產而不論貨物及服務的原產地。

按地區市場劃分的銷售收益：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
北亞（附註 i） 90,319 193,531
東南亞（附註 ii） 1,686 18,105
其他（附註 iii） 9,164 14,221  

101,169 225,857

已終止經營業務
北亞（附註 i） 22,899 22,705  

124,068 248,562  

按地區市場劃分的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
北亞（附註 i） 66,388 73,538
東南亞（附註 ii） 3 3  

66,391 73,541

已終止經營業務
北亞（附註 i） 6,218 5,295  

72,609 78,836  

附註：

(i)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及澳門，而本集團約 89.3%（二零一五年：約
86.9%）之收益來自中國。

(ii) 包括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印尼、越南及馬來西亞，而本集團約1.7%（二零一五
年：約3.2%）之收益來自泰國。

(iii) 包括美洲、澳洲、埃塞俄比亞、意大利及薩爾瓦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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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
遞延收益攤銷 265 275

銀行利息收入 47 721

滯留費收入 – 132

貨運收入 143 273

政府補助 – 401

所收取賠償淨額 – 145

其他收入 2,082 235  

2,537 2,182

己終止經營業務
遞延收益攤銷 – 33

銀行利息收入 5 7  

5 40  

2,542 2,222  

6. 分銷及銷售成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
分銷代理費 1,219 1,426

海運費 76 2,338

港口處理費 24 43

其他 23 211  

1,342 4,018

己終止經營業務
海運費 – 151  

1,342 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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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成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手續費 488 597

銀行借貸利息 4,155 4,991

其他借貸利息 – 84  

4,643 5,672

已終止經營業務
匯票貼現利息 1,422 1,661  

6,065 7,333  

8.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釐定：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支付予下列各方的核數費用：
－本公司核數師 57 – 57

－其他核數師 46 – 46

支付予下列各方的非核數費用：
－本公司核數師 1 – 1

－其他核數師 * – – –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882 – 882

土地使用權攤銷 104 – 10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507 277 2,784

出售及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 – 5

確認為銷售成本開支的重大成本 – – –

匯兌虧損淨額 1,489 – 1,489

衍生金融工具之變現收益淨額 (11) – (11)

租金開支 357 – 35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221 441 4,662

撇銷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720 –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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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支付予下列各方的核數費用：
－本公司核數師 83 – 83

－其他核數師 * 132 1 133

支付予下列各方的非核數費用：
－本公司核數師 9 – 9

－其他核數師 * 4 – 4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506 – 2,506

土地使用權攤銷 108 25 13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685 61 3,746

衍生金融工具的收益 (11) – (11)

出售及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99 – 99

確認為銷售成本開支的重大成本 237,109 – 237,109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65) – (365)

衍生金融工具之變現收益淨額 (139) – (139)

租金開支 236 17 25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6,521 436 6,957

撇減存貨 1,209 – 1,209

撇銷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 – –

撇銷應收款項 81 – 81   

* 包括Baker Tilly International網絡內獨立成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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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持續經營業務

虧損應佔所得稅開支包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稅項－新加坡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6 16

即期稅項－香港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9

即期稅項－中國
本財政年度撥備 –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5 106  

31 131  

本公司在新加坡成立及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均沒有應課稅溢利。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的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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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與出售組別有關的資產及負債已呈列為持作出售，而出售組別
的業績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呈列為
已終止經營業務。截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比較數據經已重新分類，以與本年
度的呈列一致。

有關出售組別的業績、現金流量以及資產及負債的分析如下：

(a)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22,899 22,705

銷售成本 (22,771) (22,931)  

毛利╱（虧） 128 (226)  

其他收入 5 40  

分銷及銷售成本 (201) (150)

行政開支 (554) (896)

其他經營開支 (1,231) (1,518)

財務成本 – (1,661)  

除稅前虧損 (1,853) (4,411)

所得稅開支 – –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本財政年度虧損 (1,853) (4,411)  

(b)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資產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6,218

存貨 1,499

現金及銀行結餘 23,1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872 

4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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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負債

二零一六年
千美元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44,123 

(d) 現金流量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36,644) (5,105)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1,845) (88)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 44,610 4,811  

6,121 (382)  

11. 每股虧損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本財政年度的本集團虧損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虧損

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16,310) (22,104)

減：持續經營業務的年內虧損 15,384 19,899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年內虧損 (926) (2,205)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70,804 170,804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概無存在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
因此於該等年度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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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宣派任何股息（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無）。

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2,463 10,330

貿易及應收票據 1,834 14,790  

4,297 25,120

按金 1,327 568

預付物業、廠房及設備款項 – 2,543

暫付款項 54 –

預付款項 137 1,484

其他應收款項 7,574 11,894

應收一名關聯方款項 – 3,271

持作出售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4,889 –  

於四月三十日的應收款項總額 18,278 44,880

減：本年度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及於四月三十日的結餘 – (2,506)  

18,278 42,374  

貿易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即期 56 8,529  

逾期少於1個月 – 5

逾期1至3個月 131 1,946

逾期3至12個月 1,647 3,515

逾期超過12個月 – 795  

逾期款項 1,778 6,261  

1,834 1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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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以信用證及預付現金結算大部份國際貿易、中國國內貿易及分銷及鍍錫鋼片製造業
務。惟本集團訂有政策，允許香港的國內貿易及分銷客戶在交付後通常享有30日信貸期。

既未逾期亦未減值的貿易及應收票據與眾多於本集團擁有良好信貸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
本集團一般不會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措施。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概無貿易及應收票據已抵押作為授予本集團之銀行信貸之擔保
（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695,009美元）。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及應付票據 2,204 48,798

已收的銷售按金 848 2,531

應計經營開支 3,912 4,406

其他應付款項 7,677 5,759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其他應付款項 – 1,643

應付一非控制性股東的款項 – 314  

14,641 63,451  

於報告期末，貿易及應付銀行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於3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 127 8,635

於3個月後6個月內到期 – 2,707

於6個月後1年內到期 – 29,565

超過12個月 2,077 7,891  

2,204 4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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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借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借貸 26,027 –  

26,027 –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5,500 22,750

營運資金貸款 37,426 35,513

按揭貸款 – 558

其他借貸 – 18,445  

52,926 77,266  

78,953 77,266  

本集團作貿易營運的銀行借貸乃按以下方式作抵押：

– 將本集團的租賃土地及樓宇合法抵押；

– 將本集團的按金及現金保證金合法抵押；

– 抵押相關財務交易的資產（貨物及相關所得款項）

– 共同借款人的公司雙互擔保（倘適用）；及

– 本公司的公司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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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作項目貸款給予其中一間附屬公司的借貸乃按以下方式作抵押：

– 將股東權益合同、託管賬戶合同、保險合同及應收賬合同合法抵押；

– 將租賃土地、在建工程、廠房及設備合法抵押；

– 一附屬公司之股份抵押；

– 浮動按揭；及

– 本公司的公司擔保。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之銀行借貸乃按以下方式償還：

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之銀行借貸須於提取日後24個月內償還，約15,500,000

美元（二零一五年：約2,400,000美元）須於一年內償還。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之營運資金貸款約37,400,000美元（二零一五年：約35,500,000美元）
須於一年內償還。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其他借貸約為27,000,000美元（二零一五年：18,400,000美元）。

其他借貸無抵押及毋須於兩年內償還。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 %

於報告期末，加權平均利率如下：
銀行貸款 5.05 5.05

按揭貸款 – 6.38

營運資金貸款 5.40 6.53

其他借貸 –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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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五年四月
三十日：無）。

業務回顧

表現回顧

持續經營業務的收益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本集團持續經營業
務的收益約101,200,000美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二零一五年
財政年度」）約225,900,000美元下跌約55.2%。

來自主要業務分部國際鋼鐵貿易業務的收益佔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及二
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的總收益分別約97.8%或99,000,000美元及85.5%或193,100,000美
元。於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鍍錫鋼片製造業務貢獻收益約 2.1%或2,100,000美元。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已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以出售鍍錫鋼片加工業務。

就區域收益貢獻而言，北亞市場仍為本集團的主要市場，於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
佔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總收益約90,300,000美元，而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則
佔約193,500,000美元。於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及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北亞市場
分別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總收益約89.2%及85.7%。東南亞市場錄得的收益由二
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約18,100,000美元跌至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約1,700,000美元，分
別佔本集團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及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總
收益約 1.7%及8.0%。本集團從其他地區獲得的收益約為 9,100,000美元，佔本集團
於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的總收益約9.0%。

已終止經營的鍍錫鋼片加工業務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本集團透過出售其於天津實發新源科技發展有限
公司（「新源天津」）的全部50%股權終止經營其鍍錫鋼片加工業務，以獲取人民幣
9,000,000元（約等於1,380,000美元）的價值。

新源天津已有一段時間錄得虧損。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止期間，新源天
津錄得總營業額約22,900,000美元，毛利約200,000美元。分銷及銷售成本、行政開
支及其他經營開支分別約為200,000美元、600,000美元及1,2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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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於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上升至正數約1,600,000美元，較二零一五年
財政年度本集團的負毛利約3,000,000美元上升約153%。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負1.3%上升至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約1.6%。上升
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專注於買賣鍍錫鋼片及暫停製造業務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約 2,200,000美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約 2,500,000

美元，保持平穏。

分銷及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分銷及銷售成本由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約4,400,000美元下跌約67.5%至
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約1,300,000美元，有關跌幅主要是由於海運費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約8,000,000美元，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約10,700,000

美元，保持平穏。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5,700,000美元減少至二零一六年財政年度約
4,600,000美元，主要是由於償還營運資金貸款所致。

財務狀況檢討

在嚴峻的市場環境下，本集團採取小心審慎的方針管理其業務，以改善營運效
率、維持穩健的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並持續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及嚴格的存貨
監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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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由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約73,100,000美元減少約 11,200,000美
元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約61,900,000美元。減少來自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在
建工程的折舊及攤銷。

存貨

本集團所持存貨由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約3,900,000美元大幅減少約2,600,000美
元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約1,300,000美元，主要由於集中進行存貨週轉天數較
製造業務為短的貿易業務所致。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由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約 42,400,000美元下降至二零一六
年四月三十日約18,300,000美元。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及其
他應收款項分別佔應收款項總額約9.8%（約 1,800,000美元）及90.2%（約 16,500,000美
元），而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則分別佔應收
款項總額約34.9%（約14,800,000美元）及65.1%（約 27,500,000美元）。貿易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減少是由於營業額減少所致。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約 63,500,000美元下降至二零一六
年四月三十日約14,600,000美元。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
應付款項分別佔應付款項總額約15.1%（約2,200,000美元）及84.9%（約 12,400,000美
元），而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則分別佔應付
款項總額約76.9%（約48,800,000美元）及23.1%（約 14,700,000美元）。貿易及其他應付
款項下降主要是由於貿易及應付票據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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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借貸增加約1,700,000美元，由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約77,300,000美元上
升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約79,000,000美元。本集團增加來自New Page Investments 

Limited的長期貸款以解除企業擔保。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已抵押銀行存款之總額減少約23,700,000美元，由二零一
五年四月三十日約 33,500,000美元減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約 9,800,00美元。減
少主要是由於償還銀行貸款及解除企業擔保所致。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佔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約466.7%（二
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約203.0%）。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收到來自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及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興化支行的函件，要求解除所有與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的託管協議
（「託管協議」）所列明的相關銀行有關的未解除企業擔保。

未來前景

隨著Golden Star Group Limited就本公司股本中的所有股份提出之強制性無條件現
金要約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結束以及本公司所有權作出相應變動後，本
集團的發展正式開啟新的篇章。

就本集團的財務狀況而言，管理層將全力克服挑戰，採取審慎的態度應對當前市
況。
 

本集團亦將考慮促進業務多元化的可能性，以確保本集團的長遠可持續發展。

展望未來，本集團在繼續努力改善和提升現有業務的同時，將積極發掘及識別任
何投資及其他業務機遇，加快發展步伐，以提升增長潛力及為股東實現最高價值。

本集團專注於發展其現有業務的同時，董事會現正探討其認為在其他領域如「一
帶一路」中所涉及的互聯網科技及╱或金融服務等相關業務發展的新投資機會，
彼對本集團提供長遠穩定發展利益。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識別任何特定投
資目標，亦無訂立任何正式協議。

本公司將適時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有限公司上市手冊就上述業務的發展刊發有關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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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最新資料

貿易業務

由於供應過剩而需求仍然疲弱，本年度鐵礦石價格繼續下跌。本集團預計鐵礦石
價格將維持低位。鑒於上述因素，本集團將利用所有可用採購及營銷機會，同時
善用不同營銷平台，審慎經營業務，以達致佳績。

本集團預計，隨著國際需求增加及市場穩定，中國鋼材出口將繼續有利可圖。倘
城鎮化計劃繼續，加上經濟穩定增長及中產階級不斷壯大，預計鋼材需求將於未
來一年激增。鋼材的全球供應及需求將很大程度上依從世界各地經濟增長復甦。

由於本地煤炭價格仍相對低迷及地區市場供應過剩，煤炭出口中國將面臨挑戰。

鍍錫鋼片製造項目

當前，已暫停經營之鍍錫鋼片製造項目正在調整現時備用信貸結構以降低固定成
本，本集團預期將於完成後重新開始全面營運。

一旦重新開始營運，上述位於江蘇的鍍錫鋼片製造項目將繼續專注於直接銷售至
出口市場裝罐行業的終端用戶。

補充資料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對賬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按照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包括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編製的綜合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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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及財務風險

市場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市場風險包括主要產品的平均買賣價的變動，以及利率及匯率的波
動。

商品價格風險

本集團亦面對產品售價及購買成本波動所帶來的商品價格風險。

利率風險

本集團所面對的主要市場利率風險包括本集團的浮息借貸。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收益及成本主要以美元列值。部份成本或會以港元、人民幣或新加坡元
列值。本集團將承受貨幣風險，惟與港元掛鈎的美元除外。本集團將繼續不時監
察其外匯風險。

通脹及貨幣風險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消費物價
指數 (CPI)上升2.3%，而截至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則為1.3%。中國的通脹
情況對本集團的營運業績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監控其面對有關資金短缺的流動資金風險。本集團會定期檢討其財務投資
及資產（例如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財務資產）及預期來自各類業務的現金流量的到
期情況。本集團的目標為利用可動用的銀行貸款以及銀行及其他可用信貸達致資
金持續供應與資金靈活度之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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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比率風險

本集團監控其資本比率，藉以支持其業務及盡力提高股東價值。本集團管理其資
本架構並因應經濟狀況的變動而作出調整。為維持或調整資本架構，本集團或籌
措新債務或發行新股份。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管
理資本的目標、政策或程序並無變動。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並未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中撥備的或然負債如下：

(a) 附追索權的貼現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備信用證支持的附追索權貼現票據 131 3,945  

(b) 擔保

本公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就附屬公司銀行信貸向銀行作出的
企業擔保 6,503 326,201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收到來自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及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興化支行的函件，要求解除所有與託管協議所列明的相關銀行有關的未解除企
業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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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訴訟及仲裁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被告人」）收到根
據在香港高等法院展開的法律行動（「法律訴訟」）而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八日發出
的傳訊令狀。在傳訊令狀中，Minmetals Inc.（「原告人」）就原告人與被告人之間所訂
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的還款協議項下指稱的尚未償還金額合共10,940,000

美元及應計利息進行申索。被告人已就該法律訴訟向其法律顧問作出指示，而管
理層擬就該傳訊令狀項下的指控極力抗辯。由於本集團正在尋求法律意見，本公
司將在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為9,700,000美元（二零
一五年四月三十日：33,500,000美元）。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
（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的百分比計算）為98.5%（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89%）。董
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於可見將來財務責任到期時悉數支付其財務責
任。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買賣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 255名（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321名）全
職僱員。本集團乃基於個別員工的資歷、年資、市場條件及表現等因素釐定其僱
員薪酬。本公司並無僱員購股權計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
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標準。審核委員會亦討論及審閱本集團之
會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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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承諾透過穩健的企業管治，履行其對股東的責任及保障和提高股東價值。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
業管治守則（「香港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下列者除外：

(i)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獨立非執行董
事曾子龍先生（「曾先生」）、符德良先生（「符先生」）及謝道忠先生（「謝先生」，
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正後辭任）未有按香港企業管治守
則的守則條文第A.4.1條所載規定（當中列明委任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及
須重選連任）設有指定任期。然而，彼等均須按照本公司之章程文件於股東
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曾先生及符先生各自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自
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起為期兩年。因此，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至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遵守香港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4.1條。

(ii)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未有按
香港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D.1.4條所載規定（當中列明發行人應有在正
式董事委任書中訂明有關董事獲委任的主要條款及條件）向曾先生、符先生
及謝先生（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正後辭任）發出正式的委
任書。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曾先生及符先生各自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當
中訂明有關彼等獲委任的主要條款及條件。因此，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二
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遵守香港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D.1.4

條。

(iii) 謝先生（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正後辭任）未能按照香港企
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6.7條所載規定（當中列明獨立非執行董事應出席
股東大會）出席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五
年股東週年大會」）。然而，於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執行董事及所有
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出席能夠令董事會對股東之意見有公正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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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完成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正後刊發的公告所披
露的強制性無條件現金要約後，William Robert Majcher先生（「Majcher先生」）已根據
服務協議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為期
三年，因此，彼之委任已遵守香港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4.1及D.1.4條。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
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在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刊登業績公告

本未經審核的末期業績公告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novogroupltd.com)、香港聯
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新交所網站 (www.sgx.com)。

承董事會命
執行主席兼執行董事

Zhu Jun

香港，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Zhu Jun先生、周建華先生及王建巧女士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子龍先生、符德良先生及William Robert Majcher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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