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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
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的公司一般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
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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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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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
有關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
們」）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
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
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
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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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摘要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業績摘要如下：

• 收入減少2.1%至約人民幣68,065,000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69,519,000元）。

• 毛利減少12.4%至約人民幣24,645,000元（二零二一年：人民幣28,130,000

元）。

• 毛利率為36.2%（二零二一年：40.5%）。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為約人民幣1,005,000元（二零二一年：本公司
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為約人民幣4,116,000元）。

• 每股基本虧損為約人民幣0.026元（二零二一年：每股基本盈利為約人民幣0.107

元）。

• 董事會決議並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二一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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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報告期」）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經選擇解釋附註，連同於二零二
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據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 39,271,961 42,721,704 68,065,441 69,519,419
銷售成本 (24,280,152) (25,824,715) (43,420,291) (41,389,731)
      

毛利 14,991,809 16,896,989 24,645,150 28,129,688
分銷成本 (5,702,061) (4,423,425) (9,529,453) (8,040,570)
行政費用 (4,113,403) (4,867,266) (8,995,948) (9,638,672)
研發費用 (2,926,598) (2,644,281) (4,903,098) (3,883,735)
其他收益－淨額 6 567,881 476,992 636,575 1,225,758
      

經營溢利 2,817,628 5,439,009 1,853,226 7,792,469

財務收益 8,179 11,015 13,199 23,697
財務費用 (1,847,318) (1,410,115) (3,242,381) (2,652,657)
      

財務費用－淨額 7 (1,839,139) (1,399,100) (3,229,182) (2,628,960)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8 978,489 4,039,909 (1,375,956) 5,163,509

所得稅（開支）╱貸記 9 (253,327) (995,147) 371,044 (1,047,69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725,162 3,044,762 (1,004,912) 4,115,812

其他全面收益 – –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綜合收益╱
（虧損）總額 725,162 3,044,762 (1,004,912) 4,115,812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的每股盈利╱（虧損） 
（以每股人民幣元呈列）
－基本及攤薄 10 0.019 0.079 (0.026) 0.107

      

股息 1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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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82,037,656 82,274,952
使用權資產 5,994,684 6,128,810
租賃改良 15,546,753 14,657,247
遞延所得稅資產 2,960,113 2,572,332
    

106,539,206 105,633,341
    

流動資產
存貨 66,794,255 59,401,95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75,614,563 60,348,28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12,497,469 13,393,174

預付所得稅 1,394,884 1,584,164
受限制現金 – 85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404,098 8,235,815
    

172,705,269 142,964,252
    

資產總額 172,705,269 248,597,593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38,400,000 38,400,000
其他儲備 50,058,545 50,058,545
保留盈利 24,243,347 25,248,259
    

權益總額 112,701,892 113,706,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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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助 356,033 356,032

環境復原撥備 1,859,678 1,588,262

借款 – –
    

2,215,711 1,944,294
    

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助 26,235 52,47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45,503,269 39,332,572

流動所得稅負債 335,916 –

借款 118,461,452 93,561,452
    

164,326,872 132,946,495
    

負債總額 166,542,583 134,890,789
    

權益及負債總額 279,244,475 248,59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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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38,400,000 49,569,370 18,302,715 106,272,085

綜合收益
期內溢利 – – 4,115,812 4,115,812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 4,115,812 4,115,81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38,400,000 49,569,370 22,418,527 110,387,897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38,400,000 50,058,545 25,248,259 113,706,804

綜合虧損
期內虧損 – – (1,004,912) (1,004,912)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 – (1,004,912) (1,004,912)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38,400,000 50,058,545 24,243,347 112,70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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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3,310,390) 9,044,448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433,823) (8,826,042)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5,650,000 (39,4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7,905,787 178,93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235,815 9,803,8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外匯匯率變動 262,496 259,788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404,098 10,24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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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生產

及銷售膨潤土精細化學品業務。本集團以膨潤土為其基礎原材料生產造紙化學品、冶金球團用

膨潤土、優質鈣基土及其他產品。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四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一家有限公司，初始名稱為

長興仁恒精製膨潤土有限公司。張有連先生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控股股東」）。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並更名為現時名稱。

本公司的地址為中國浙江省長興縣泗安鎮老鴨塘。

本報告所提及的公司，因無正式英文名稱，故其英文名稱乃本公司董事根據中文名稱盡力翻譯

而來。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六日，本公司於聯交所創業板按每股9.70港元發行8,000,000股H股（每股

面值人民幣1.00元）（「上市」）。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向不少於六方通過配售方式按每股3.50港元的價格發行

6,400,000股新股份，彼等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均為獨立第三方。

除另有說明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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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須

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

3 會計政策
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如該

等年度財務報表所述。

董事估計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年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之

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中期所得稅按照適用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計算。

概無其他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經修訂準則或詮釋預期將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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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由於本集團全部業務活動被視為主要依賴膨潤土產品的生產及銷售表現，故本集團的主要經營

決策者評估本集團整體表現並分配其資源。因此，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的

規定，管理層認為僅存在一個經營分部。就此而言，並無呈列分部資料。

5 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造紙化學品 21,647,162 20,841,861

有機膨潤土 38,108,519 37,566,398

無機凝膠 5,340,695 6,872,549

冶金球團用膨潤土 – 492,000

優質鈣基土 660,958 942,368

其他（註） 2,308,107 2,804,243
 

  

68,065,441 69,519,419
   

註： 其他主要包括浮動劑，該等產品主要應用於塗料製備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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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

－與資產相關 26,235 26,235

－與成本相關 71,499 1,356,797

其他 538,841 (157,274)
   

636,575 1,225,758
   

7 財務費用－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財務收益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13,199 23,697
   

財務費用

－利息費用 (2,979,885) (2,912,445)

－資本化利息費用 – –
   

(2,979,885) (2,912,445)

－借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匯兌收益－淨額 (262,496) 259,788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的未變現融資費用 – –
   

(3,242,381) (2,652,657)
   

財務費用－淨額 (3,229,182) (2,62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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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內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扣除以下各項後之期內虧損：

折舊 2,616,323 3,089,667

租賃土地預付費用攤銷 82,759 82,759

採礦權攤銷 57,800 57,800

租賃改良攤銷 895,939 622,924
   

9 所得稅貸記╱（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 (33,649) (1,047,697)
遞延所得稅 404,693 –
   

所得稅貸記╱（開支） 371,044 (1,047,697)
   

本公司續新由科技部、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以及浙江省地方稅務局聯合頒發的高新技
術企業證書，該證書授予為期三年（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稅項
優惠，稅率為15%。

附屬公司「陽原縣仁恒精細黏土有限公司」取得由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以及河北省地
方稅務局頒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該證書授予本公司為期三年（自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稅項優惠，稅率為15%。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附屬公司按25%的稅率繳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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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虧損）╱收益表中的實際所得稅貸記╱（開支）與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採
用已頒佈稅率計算所得金額之間的差額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溢利 (1,375,956) 5,163,509
   

按法定稅率計算 343,989 (1,290,877)
就稅務而言不可扣減的開支 (23,855) (18,884)
研發費用的額外扣減（註） 1,103,197 728,200
本公司的優惠稅率影響 (586,342) (27,121)
未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的未使用稅項虧損 (465,945) (439,015)
   

所得稅貸記╱（開支） 371,044 (1,047,697)
   

註：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享有額外稅項扣減優惠（按照中國公認會計準則確認的實際研
發費用的100%計算）。於取得稅務機關批准後，稅項扣減可自合併綜合收益表扣除。

10 每股（虧損）╱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人民幣元） (1,004,912) 4,115,81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8,400,000 38,400,00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026)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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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全面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

基本（虧損）╱盈利相同，原因為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

無存在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

11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並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零）。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購入約人民幣4,433,823元（二零二一年：人

民幣5,339,192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71,902,195 65,246,586

減：減值撥備 (12,479,869) (12,479,868)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59,422,326 52,766,718
   

其他應收款項 7,100,064 1,939,671

減：減值撥備 (567,381) (567,381)
   

其他應收款項－淨額 6,532,683 1,372,290
   

預付款項 9,659,554 6,209,28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淨額 75,614,563 60,348,289
   

減：非即期部分 – –
   

即期部分 75,614,563 60,34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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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 180天以內 41,433,261 40,148,685

－ 180天以上一年以內 16,309,215 12,036,977

－一年以上兩年以內 1,791,322 3,485,737

－兩年以上三年以內 1,108,084 2,061,299

－三年以上 11,260,313 7,513,888
   

71,902,195 65,246,586
   

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最多為180天。並無對貿易應收款項收取利息。

14 股本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普通股
 

數目 人民幣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8,400,00 38,400,000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六日，本公司H股於聯交所GEM上市。本公司按每股人民幣1元之面值

及每股港幣9.70元之價格共發行8,000,000股H股。於上市完成時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由

24,000,000股增加至32,000,000股。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向不少於六方通過配售方式按每股3.50港元的價格發

行6,400,000股新H股份，彼等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均為獨立第三方。扣除配售相

關開支22,149,965港元（相當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所換算的人民幣19,407,799元）

後，所得款項淨額為22,400,000港元，分別計入股本人民幣6,400,000元及股份溢價人民幣

13,007,7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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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27,269,881 21,361,473

其他應付款項 7,295,930 10,289,107

應付票據 6,000,000 –

應付員工薪金及福利 2,706,730 3,441,362

預收客戶款項 152,808 –

應計稅項（不包括所得稅） 2,077,920 4,240,630
   

45,503,269 39,332,572
   

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六個月內 22,953,809 16,678,101

－六個月以上一年以內 275,574 445,188

－一年以上兩年以內 202,671 487,469

－兩年以上三年以內 293,015 59,783

－三年以上 3,544,812 3,690,932
   

27,269,881 21,36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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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零二二年，本集團繼續重點推廣油漆塗料用膨潤土。鞏固油性塗料用有機膨潤土的
銷售市場。該產品已經獲得市場認可，銷售額和利潤都有較大幅度增長。本集團也致力
於高端水性膨潤土的市場應用，該類型產品應用於水性工業漆等環保型塗料領域。

本集團提案的「高懸浮性納米無機凝膠」產品列入工信部《重點新材料首批次應用示範指
導目錄》（二零二一年版）。為該類型產品提供質量標準。本集團繼續注重海外市場的開
發，與東南亞最大的造紙集團之一APP集團初步確認了業務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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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下表呈列於展示期間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收入及佔總收入的相應百分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產品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造紙化學品 21,647 31.8 20,842 30.0

有機膨潤土 38,108 56.0 37,566 54.0

無機凝膠 5,341 7.8 6,873 9.9

冶金球團用膨潤土 – – 492 0.7

優質鈣基土 661 1.0 942 1.4

其他 2,308 3.4 2,804 4.0
     

合計 68,065 100.0 69,519 100.0
     

造紙化學品銷售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0,842,000元增
加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1,647,000元，增幅約為人民幣
805,000元或3.9%。由於平均單價於比較期間相約，故收入增加主要由於銷量由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5,255噸增加約3.1%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約5,308噸。

有機膨潤土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約為人民幣38,108,000元較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37,566,000元增加約人民幣542,000元或
1.4%。此項增加主要原因為銷售量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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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機凝膠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為約人民幣5,341,000元較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為約人民幣6,873,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532,000

元或22.3%。此項減少主要由於銷量減少所致。 

冶金球團用膨潤土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約為人民幣零元較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492,000元減少約人民幣492,000元或
100.0%。此減少主要原因是銷量減少所致。

優質鈣基土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約為人民幣661,000元較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942,000元減少約人民幣281,000元或
29.8%。平均單位售價於該兩個期間維持穩定，故收入減少主要由於銷量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化學品收入約為人民幣2,308,000元較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人民幣2,804,000元減少約人民幣496,000元或
17.7%。其他化學品主要包括浮動劑，該等產品主要應用於塗料製備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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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直接勞工成本及製造固定成本，如折舊及水電費。下表
呈列本集團於展示期間銷售成本的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原材料成本 32,875 75.7 32,200 77.8

直接勞工成本 2,587 6.0 2,269 5.5

製造固定成本 6,569 15.1 5,713 13.8

其他 1,389 3.2 1,208 2.9
     

合計 43,420 100.0 41,390 100.0
     

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1,390,000元增加至截至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3,420,000元，增加約為人民幣2,030,000元
或4.9%。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原材料成本分別佔銷售成本約
75.7%及77.8%。原材料成本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32,200,000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2,875,000元，增
幅約2.1%，主要由於CPAM的平均採購單價及消耗量增加所致。CPAM為膨潤土產品
的主要原材料，其單價較高。由於該類產品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
量增加，故CPAM的銷售成本亦相應增加。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直接勞工成本分別佔銷售成本約
6.0%及5.5%。於比較期間直接勞工成本增加約人民幣318,000元或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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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製造固定成本分別佔銷售成本約
15.1%及13.8%。製造固定成本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5,713,000元增加約人民幣856,000元或15.0%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約人民幣6,569,000元。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8,130,000元減少了約人民幣
3,485,000元或12.4%至本報告期之約人民幣24,645,000元。

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40.5%下降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36.2%。毛利率下降，主要原因為於本報告期間，原材料及能源的平均成
本價格高於去年，導致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亦較高。

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成本分別約為人民幣
9,529,000元及人民幣8,041,000元。分銷成本增加約人民幣1,488,000元或18.5%，主
要由於運輸費用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441,000元增加至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251,000元。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9,639,000元減少至截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8,996,000元，減幅約人民幣643,000元或
6.7%，主要由於專業費用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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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費用

研發費用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884,000元增加至截至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903,000元，增幅約人民幣1,019,000元或
26.2%。此項增幅主要原因為與吉林石化設計院的環保領域研發項目工作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益分別約為人民幣637,000

元及人民幣1,226,000元。其他收益減少，主要由於政府補助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357,000元減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
民幣71,000元。

財務費用－淨額

財務費用淨額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約人民幣2,629,000元增加
至於本報告期間之人民幣3,229,000元，主要為銀行借款及平均借款利率上升所致。

所得稅貸記╱（開支）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貸記為約人民幣371,000元，而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有所得稅開支為約人民幣1,047,000元。詳情載於財務報
表附註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為
約人民幣1,005,000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期內溢利則為約人民幣4,1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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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主要以各項營運所得現金和各項長短期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滿足營運資金的需
求。其他借款乃透過向金融機構貼現銀行承兌票據所得。於本報告期間，銀行借款和其
他借款的加權平均實際年利率分別為6.81%及9.75%。借貸的貨幣為人民幣。考慮到本
集團可動用長短期銀行借貸額和營運現金流，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有足夠營運資金
滿足目前及本報告日後至少十二個月的資金需求。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16,404,000元，主
要來源於本集團營業收入及銀行借款。

現金流量

本集團的現金乃主要用作應付營運資金需求、償還到期債項利息及本金、本集團設施及
業務增長擴展提供資金。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約人民幣8,168,000元，主要由以下原
因所構成：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出淨額約人民幣13,310,000元；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出
淨額約人民幣4,434,000元；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淨額約人民幣25,650,000元；及匯
率變動引致收益的影響淨額約人民幣262,000元。本集團現金流量之詳情載於本報告之
第7頁「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內。

資本架構

債務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全部借貸約人民幣118,461,000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93,561,000元）。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向貸方續借銀行貸款時
並無任何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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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約為90.6%（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75.0%），乃按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減去現金及現金等值物除以於相關期╱
年終的權益總額並乘以100%計算得出，資產負債比率增加主要原因是由於銀行借貸增
加所致。

資產押記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銀行抵押若干樓宇、裝置及設施、土地使用權
及定期存款等資產約人民幣29,862,000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9,862,000元）。

資本支出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主要包括購買廠房及設備及在建工程。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支出分別約為人民幣
4,434,000元與人民幣5,339,000元。

匯率風險

本集團主要業務位於中國，而主要交易均以人民幣進行。除若干應付專業人士的款項以
港元計值，本集團大多數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計值。

由於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本集團須承受中國政府可能會採取行動影響匯率的風險，該
等行動可能會對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盈利以及任何所宣派股息（倘若有關股息須兌換或
換算為外匯）構成重大不利影響。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對沖交易以管理外幣波動的潛在
風險。本集團認為其所承擔的港元、美元以及人民幣之間的匯率波動風險不大。

或有負債、法律訴訟及潛在訴訟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法律訴訟或潛在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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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持續經營

根據現行財務狀況和可動用的融資，本集團在可見未來有足夠財務資源繼續經營。因
此，在編製財務報告時已採用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未來展望

過去市場在油漆使用中偏重於溶劑型的油漆，但該類油漆在施工及使用過程中，溶劑揮
發易造成環境污染。水性塗料是一類低污染、省能源、省資源的塗料。隨著人們環保意
識的加強，以及有機溶劑費用的高漲，傳統的溶劑型塗料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水性塗
料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得到廣泛的研究和開發。

本集團將致力於高端水性膨潤土的研發，在水性塗料中的推廣應用。通過對膨潤土複合
物穩定劑配方的調整，製備無機改性膨潤土產品，滿足不同水性塗料對穩定性能的要
求。

中國造紙協會提出「堅持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加強清潔生產、通過節約資源、能源和減
排工作使污染得到有效防治」的發展規劃。本集團將立足膨潤土資源優勢，幫助造紙企
業走循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以資源綜合利用和環保投入為手段達到了循環發展、
節能減排和清潔生產。本集團將開發、推廣如下的造紙助劑產品：

1) 在灰分促進劑類產品，本集團將提高成紙的灰分，減少纖維原料的用量，降低生
產成本；及

2) 改性膨潤土在造紙塗料中的利用，改善塗料的流變性能，提高塗布紙表面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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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本集團將繼續堅持以利潤為中心，以創新為推動力的發展策略。在鞏固
現有產品的基礎上，積極開發新產品。為此，本集團將堅持以下策略：

1） 本集團將在鞏固油性有機膨潤土市場基礎上，開發推廣高端水性膨潤土產品；

2） 開發新產品，將繼續與江南大學合作開發基於非金屬礦物的高性能阻燃複合材
料；及

3） 致力於綠色礦山建設，符合國家可持續性綠色發展要求。

人力資源及培訓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擁有合共156名員工，其中52名於本集團長興總
辦事處任職，而104名則駐守陽原及其他地區，主要執行生產、銷售及營銷職責。本集
團每年發出年度銷售指引，載列年度銷售目標並制訂季度營銷策略，以提供銷售及營銷
指示供各代表辦事處及其員工遵守。本集團的資深管理團隊（包括銷售總監及產品經理）
負責協調前線銷售及營銷團隊以達致年度銷售目標。

於本報告期內，本集團秉承「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積極為員工搭建管理與發展的平
台。本集團聘請其僱員時有嚴格甄選程序。本集團採用多項獎勵機制提升僱員的工作效
率，定期考察僱員表現，並相應調整薪金及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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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公司或任何相關法團之股份、債券及相關股份的
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7及第8分部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之規定須記入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iii)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董事╱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張有連先生 實益擁有人 19,220,600 50.05%

張金花女士 實益擁有人 398,400 1.04%

徐勤思先生(i) 配偶權益 100,000 0.26%

(i) 徐勤思先生，公司之監事，被視為（根據證劵及期貨條例）持有100,000股本公司之股份的權益

是通過徐先生的配偶凌衛星女士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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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
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悉，以下為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中5%或以上權益（上文所披露的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權益除外）登記
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保存在本公司的權益登記冊：

好倉：

股東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有
本公司

股份數目
相關

股份權益

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

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概約
百分比

      

余驊女士 實益擁有人 3,576,000 － 3,576,000 9.31%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沒有任何在本公司名冊登記之人士擁有
根據證劵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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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收購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於本報告期間，概無任何董事或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獲授任何可以收購
本公司股份或債券的方式獲取利益的權利，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以使本公司董事或監事可獲取任何其他商號的該等權
利。

關連交易

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須於本報告披露的關連交易或
持續關連交易。

董事、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的權益及利益衝突

於本報告期間，概無董事或監事或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已從事與本集團業務競
爭或可能競爭的任何務，或於其中持有任何權益及與集團有利益衝突。

公眾持股量

根據公開可得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報告期間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最少25%的已發
行股本由公眾股東持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152,000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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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決議並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
零）。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堅守於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載列
的企業管治原則，並採納多項措施以加強內部監控系統、董事的持續專業培訓及本公司
其他常規疇。董事會在努力保持高標準企業管治的同時，亦致力為其股東創造價值及爭
取最大回報。董事會將繼續參照本地及國際標準檢討及提高企業管治常規的質量。

於本報告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所有適用之守則條文，惟與企業管治守
則內條文第C.2.1條及C.1.8條有所偏離者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以區分，不應由
一人同時兼任。現時，張有連先生為董事會主席兼任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讓張先生
同時擔任兩個職務可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貫徹之領導，並可於規劃及落實長遠業務策略
時更有效益。董事會亦認為鑒於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強大而獨立的非執行董事在內，故此
架構不會損害董事會及管理層於本集團業務權力及權限之平衡。董事會認為，上文描述
之架構對本公司及其業務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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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1.8條，本公司應為董事及行政人員因法律訴
訟引起之責任購買恰當之保險。因董事會需要時間去考慮來自不同包銷商之提案，於本
報告期間，本公司並無購買涵蓋董事因法律訴訟引起之責任之董事及行政人員責任保
險。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監管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向全體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報告期
內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交易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遵照企業管治守則規定以書面
列明職權範圍，其職權範圍亦會跟據最新的企業管治守則不斷更新。於本報告日期，審
核委員會有三名成員，即章磊先生、陳建平先生及唐靖炎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章磊先生擁有合適專業資格且具備會計事務經驗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除其他事項外）是：提供一個獨立的審查和監督財務報告，並審
查本集團的內部控制的有效性以及確保外聘核數師為獨立的且審計過程中是有效的。審
計委員會審查本集團所實行的會計原則及政策、審計功能、內部控制、風險管理及財務
報告的有關所有事項。審核委員會亦作為董事會和外聘核數師之間溝通的渠道。外聘核
數師及董事在必要時會受邀參加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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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
表、業績公告及本中期報告，及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守則，並已認同本集團所採
用之會計處理方法及編制本中期報告內之財務報表是符合現行之會計準則及GEM上市規
則的要求並已作出足夠之披露。

本報告期後事項

於本報告日期，概無重大本報告期後事項。

信息披露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將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寄發至本公司股
東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renheng.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登載。

承董事會命
浙江長安仁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有連

中國，浙江，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有連先生、佘文傑先生及范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金花
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磊先生、陳建平先生及唐靖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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