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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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布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333）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之

未經審核季度財務業績及營運數據公告

中國忠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謹此公告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回顧期」）之未經審核主要財務業績及營運數據，並同時披露二零一八年同期未

經審核的比較數據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1 18,650,430 16,356,774

銷售成本 2 (13,231,223) (11,093,135)

毛利 3 5,419,207 5,263,639

投資收入 4 144,386 170,879

其他收入 5 458,740 97,824

銷售及分銷成本 6 (335,814) (229,156)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7 (2,022,923) (1,547,877)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91,240 122,585

財務成本 8 (999,884) (949,524)

除稅前利潤 2,754,952 2,928,370

所得稅開支 (534,998) (419,650)

本期利潤 2,219,954 2,508,720

註： 簡明綜合收益表是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會計政策編製。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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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是全球領先的鋁加工產品研發製造商，目前主要生產高精密、大截面的高

附加值工業鋁擠壓產品及鋁壓延產品，廣泛應用於綠色建造、交通運輸、以及機

械設備和電力工程等領域。

1. 收益

回顧期內，本集團總收益約為人民幣 186.5億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的約人民

幣 163.6億元上升 14.0%。其中，鋁擠壓業務、鋁壓延業務及深加工業務的銷

售收益約為人民幣 186.4億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人民幣 163.4億元），其他收

益為金屬貿易代理費收益，金額約為人民幣 1,401萬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

人民幣1,904萬元）。

以下為本集團於回顧期及二零一八年同期，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收益、銷量及

平均單價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收益 銷量 平均單價 收益 銷量 平均單價 收益 銷量 平均單價

人民幣千元 噸 人民幣元╱噸 人民幣千元 噸 人民幣元╱噸 % % %

鋁擠壓業務 12 ,856 ,886 398 ,812 32 ,238 13 ,045 ,933 393 ,708 33 ,136 – 1 .4 % 1 .3 % – 2 .7 %

鋁合金模板板塊 7 ,443 ,538 188 ,219 不適用 8 ,917 ,299 235 ,728 不適用 – 16 .5 % – 20 .2 % 不適用

—鋁合金模板

銷售

7 ,134 ,267 188 ,219 37 ,904 8 ,917 ,299 235 ,728 37 ,829 – 20 .0 % – 20 .2 % 0 .2 %

—鋁合金模板

租賃

309 ,271 不適用 不適用 —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工業鋁擠壓板塊 5 ,403 ,455 210 ,043 25 ,725 4 ,116 ,569 157 ,315 26 ,168 31 .3 % 33 .5 % – 1 .7 %

建築鋁擠壓板塊 9 ,893 550 17 ,987 12 ,065 665 18 ,143 – 18 .0 % – 17 .3 % – 0 .9 %

鋁壓延業務 5 ,058 ,441 331 ,761 15 ,247 2 ,460 ,498 147 ,992 16 ,626 105 .6 % 124 .2 % – 8 .3 %

深加工業務 721 ,098 28 ,580 25 ,231 831 ,305 31 ,121 26 ,712 – 13 .3 % – 8 .2 % – 5 .5 %

其他 14 ,005 不適用 不適用 19 ,038 不適用 不適用 – 26 .4 % 不適用 不適用

合計 18 ,650 ,430 759 ,153 24 ,567 16 ,356 ,774 572 ,821 28 ,555 14 .0 % 32 .5 % – 14 .0 %

本集團鋁合金模板產品的生產效率不斷提升，本集團亦正積極探索各種業務

模式的可行性，回顧期內已開始嘗試鋁合金模板租賃業務模式。於回顧期內

本集團鋁合金模板的銷量為 188,219噸，銷售金額約為人民幣 71.3億元；鋁合

金模板在租數量為 58,080噸，鋁合金模板租賃的收入約為人民幣 3.1億元。鋁

合金模板租賃業務的收入確認和利潤貢獻會在租賃期內分期確認，相比起鋁

合金模板銷售業務即期確認銷售收入和利潤，在短期內對即期的收入和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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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會有所減少，但是鋁合金模板租賃業務具有更高的毛利率，從中長期來

看，鋁合金模板租賃業務帶來的整體收入和利潤貢獻，相比起鋁合金模板銷

售業務要更大並且可持續。

本集團工業鋁擠壓板塊於回顧期的銷售金額約為人民幣 54.0億元，較二零一

八年同期的約人民幣41.2億元上升31.3%，銷量為210,043噸，較二零一八年同

期的 157,315噸上升 33.5%，平均售價為每噸人民幣 25,725元（二零一八年同

期：每噸人民幣26,168元）。

本集團鋁壓延業務於回顧期的銷售金額約為人民幣 50.6億元，較二零一八年

同期的約人民幣 24.6億元大幅上升 105.6%，銷量為 331,761噸，較二零一八年

同期的147,992噸大幅上升124.2%，平均售價為每噸人民幣15,247元（二零一八

年同期：每噸人民幣16,626元）。

本集團深加工業務於回顧期的收益約為人民幣 7.2億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

人民幣 8.3億元），銷量為 28,580噸（二零一八年同期： 31,121噸），平均售價為

每噸人民幣25,231元（二零一八年同期：每噸人民幣26,712元）。

回顧期內，本集團海外銷售收益約為人民幣 19.9億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人

民幣 19.0億元），海外銷售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的 10.7%（二零一八年同期：

11.6%）。

2. 銷售成本

本集團於回顧期的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 132.3億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的約人

民幣110.9億元增加19.3%。單位產品成本為每噸人民幣17,429元，較二零一八

年同期的每噸人民幣 19,366元下降 10.0%，主要是由於鋁擠壓業務及鋁壓延業

務的產量上升導致產品分攤的單位成本減少所致。

3.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回顧期的毛利約為人民幣 54.2億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52.6億元上升3.0%。本集團於回顧期的整體毛利率為29.1%，較二零一八年同

期的 32.2%有所下降，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毛利率較低的鋁壓延業務佔比增

加，使得整體毛利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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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收入

本集團的投資收入主要包括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利息收

入，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1.7億元減少至回顧期內的約人民幣 1.4億

元。

5. 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9,782萬元增加至回顧期內的

約人民幣 4.6億元，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銷售機器設備產生的淨收益較二零一

八年同期增加；回顧期內人民幣貶值的幅度小於二零一八年同期，從而導致

回顧期內匯兌損益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匯兌損失轉變為匯兌收益；以及回顧

期內政府補貼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增加所致。

6.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2.3億元增加至回顧期內

的約人民幣 3.4億元，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銷量上升，導致運輸費用及

包裝費用增加所致。

7.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15.5億元增加至

回顧期內的約人民幣 20.2億元，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加大對研發的投

入，研發支出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增加所致。

8. 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9.5億元增加至回顧期內的約

人民幣 10.0億元，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平均貸款利率較二零一八年同

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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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上述回顧期及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未經審核季度財務業績

及營運數據乃按本集團內部資料作出，投資者應注意不恰當信賴或使用以上資訊

可能造成投資風險。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謹慎。

承董事會命

中國忠旺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路長青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路長青先生及馬青梅女士

非執行董事

陳岩先生、林軍先生及魏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振華先生、文獻軍先生、史克通先生及盧華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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