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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go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天 工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6）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布

財務摘要

•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合計為人民幣���,���,000元，較二零零六年同
期的人民幣���,���,000元，增加��.�%。

• 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增加���.�%至人民幣�0�,���,000
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0,���,000元）。

• 本集團全部三個產品類別均錄得強勁增長。高速鋼、高速鋼切削工具及模具鋼營
業額分別增長��.�%、��.�%及���.�%。

• 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0.�0元），增加��0.0%。

天工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合併收益表及本集團於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合併資產負債表，均經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及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連同二零零六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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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合併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 833,116 ���,���
銷售成本 (668,660) (���,�0�)

毛利 164,456 ���,���

其他收入 20,747 ���
分銷開支 (17,387) (��,���)
行政開支 (25,092) (��,���)
其他開支 (875) (�,���)

經營業務所得業績 141,849 ��,���

融資收入 1,093 �,�0�
融資開支 (33,553) (��,���)

融資成本淨額 (32,460) (��,���)

除所得稅前利潤 � 109,389 ��,���

所得稅開支 � (620) (�0,0��)

期內利潤 108,769 ��,���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8,374 �0,���
少數股東權益 395 �,�0�

期內利潤 108,769 ��,���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 0.3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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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49,655 ���,���
預付租賃款項 65,871 ��,���
商譽 21,959 —
其他投資 10,000 �0,000
遞延稅項資產 2,886 �,���

650,371 ���,���

流動資產
存貨 734,458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561,758 �0�,0�0
質押存款 43,258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3,164 ��,���

1,412,638 �,���,���

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846,840 ���,�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358,939 ���,���
應付所得稅 11,495 ��,���

1,217,274 ���,��0

流動資產淨額 195,364 ���,���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845,735 ���,��0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205,000 ��0,000
遞延收入 12,360 �,�00

217,360 ���,�00

資產淨值 628,375 �0�,��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 607,850 ���,���
少數股東權益 20,525 ��,���

權益總額 628,37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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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的附註

1. 申報實體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章（一九六一年第三項法例，經綜合及修訂）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股份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2. 企業重組及編製基準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本集團進行集團重組（「重組」）以精簡本公司的架構，本公司於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三日成為組成本集團的各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重組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三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附錄六有更詳盡解釋。

由於參與重組的公司於重組前後由同一批最終股權持有人（稱為「控股股權持有人」）控制，且控股
股權持有人的風險及利益因而持續，故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報
期間」）的合併財務報表乃使用合併會計基準編製，猶如本集團一直存在。合併公司的資產淨值乃
以控股股權持有人認為的現有賬面值予以綜合。因此，合併公司內控股股權持有人以外的股權持有
人的權益，已於本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中以少數股東權益呈列。

本集團於呈報期間的合併收益表、合併股本變動表及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包括現時本集團旗下各
公司的經營業績（猶如現行集團架構於本報告所述的整個期間或自彼等註冊成立的日期起（以較短
者為準）已一直存在，並維持不變）。本集團已編製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合併資產負債表，以呈列本集團旗下各公司於各該等日期的財務狀況，猶如現行集團架
構於各該等日期已存在。集團內公司間的所有重大交易及結餘已於合併賬目時對銷。董事認為，合
併財務報表乃按公平呈列本集團整體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的基準而編製。

3. 合規聲明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並已遵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所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載入招股章程的本公司會計師報告（「會計師報告」）所採用的
會計政策相同。

管理層在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號規定的中期財務報告時需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該等判斷、
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和本年至今的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呈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跟
該等估計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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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及經篩選的附註解釋。此等附註載有多項事件與交易的說明，
對了解本集團自刊發會計師報告以來財務狀況的變動及表現實為重要。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及
其附註並未載有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份財務報表的一切所需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閱工
作準則第���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董事會的
審閱報告載列於中期報告內。

中期財務報告中關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作為以往已申報之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惟乃摘錄自會計師報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乃載於招股章程中的會計師報告。會計師報告於本公司的註
冊辦事處可供查閱。申報會計師在日期為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三日的會計師報告中已作出無保留
意見。

4. 分部報告

分部資料以本集團的業務及地區分部呈列。主要的形式、業務分部，是以本集團的管理及內部報告
架構為基礎。

 業務分部

本集團由以下主要業務分部組成

— 高合金鋼  高合金鋼分部製造及銷售高速鋼及模具鋼予鋼鐵業。

— 高速鋼切削工具  高速鋼切削工具分部製造及銷售高速鋼切削工具予工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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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高合金鋼 516,050 ���,���
高速鋼切削工具 317,066 ���,���

總計 833,116 ���,���

分部業績
高合金鋼 103,291 ��,���
高速鋼切削工具 43,778 ��,���

總計 147,069 �0�,���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開支 (5,220) (��,���)

經營利潤 141,849 ��,���

融資成本淨額 (32,460) (��,���)
所得稅開支 (620) (�0,0��)

期內利潤 108,769 ��,���

 地區分部

本集團的業務以全球的基準管理，但主要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美、歐洲及亞洲（中國
除外）四個主要經濟環境。

在呈列以地區分部為基準的資料時，分部收入以客戶的地理位置為基礎。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中國 414,606 ���,���
北美 144,052 ��,���
歐洲 150,959 ��,���
亞洲（中國除外） 104,832 ��,0��
其他 18,667 �,���

總計 833,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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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向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26,286 ��,���
外滙虧損淨額 7,267 �,���
存貨成本 668,660 ���,�0�
折舊 26,262 ��,�0�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663 ���
呆賬減值虧損 239 �,���
存貨撇減 126 ��
政府補助金 (20,000) —

6. 所得稅開支

於合併收益表的所得稅開支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所得稅撥備 79 �0,���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起始及撥回 541 (���)

620 �0,0��

(a)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島或英屬處女群島的任
何所得稅。

(b) 中國所得稅撥備乃以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估計應課稅利潤各自適用的稅率為基礎，該等稅
率乃根據中國有關所得稅規則及規例而釐定。本集團的中國經營附屬公司的適用稅率由��%至
��%。根據中國的所得稅規則和法規，若干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可享有由其經營首年錄得應課
稅利潤起兩年免徵所得稅的免稅期間，而其後的三年按適用所得稅率的�0%繳納中國企業所得
稅。

(c)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自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因新稅法的關係，預期適用於本集團
中國附屬公司的所得稅率將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全面改為��%。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的遞延稅項資產以新稅率計算。預期制定新稅法不會對合併資產負債表中的應付即期
稅項應計金額造成任何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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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呈報期間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及已發行及可發行的�00,000,000股股份（當
中包括於招股章程刊發日期已發行的�,000,000股股份及根據資本化發行將予發行的���,000,000股股份，
詳情載於招股章程附錄六「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一段）計算，猶如
該等股份於整個呈報期間為已發行股份。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並未計及根據香港公開發售及國際
配售於本報告日期已發行的���,�00,000股股份。

於呈報期間內概無潛在攤薄普通股股份，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374,532 ���,���
預付款項 154,617 �0�,���
非貿易應收款項 32,609 �0,0��
應收天工控股有限公司 — ���

561,758 �0�,0�0

預期大部分貿易應收款項均於一年內收回。

客戶一般獲授予0至��0天的信貸期，視乎個別客戶的信譽度而定。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343,355 ���,���
三個月以上但少於六個月 46,216 ��,���
六個月以上但少於十二個月 1,976 �,0��
十二個月以上但少於二十四個月 5,167 �,���
二十四個月以上 908 �,���

397,622 �0�,0��

減：呆賬減值虧損 (23,090) (��,���)

374,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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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293,067 ���,0��
非貿易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65,872 ��,���
應付天工集團款項 — ��,���

358,939 ���,���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201,021 ���,���
三個月以上但少於六個月 86,793 ��,���
六個月以上但少於十二個月 2,085 �,���
一年以上但少於兩年 3,168 �,��0

293,067 ���,0��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全球及中國全國經濟近年來保持強勢增長。受惠於工業的高速增長，特鋼及切削工具的
需求上升穩固，中國高速鋼及切削工具行業亦增長強勁。根據中國特鋼企業協會的資料，
於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五年，中國高速鋼和模具鋼的產量分別錄得��%和��%的年增長率。
於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六年，中國的切削工具業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則為��.�%。

同時，中國擁有高速鋼主要原材料鎢、鉬、釩全球第一的儲備量，有利中國特鋼及切削
工具行業取得穩定的原材料供應及減低生產成本，使中國成為特鋼及切削工具在全球
主要的生產基地。

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中國名列首位的綜合高速鋼及高速鋼切削工具製造商。根據中國特鋼企業協
會和中國機床工具工業協會的資料，於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本集團是中國最大的
高速鋼製造商，亦是中國收入最多的高速鋼切削工具生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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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持於市場上的領導地位，本集團擴大產能以滿足市場需求，並實行降低生產成本的
措施並同時保持集團重視安全、高效和優良品質的方針。本集團並積極研發及改良生
產工藝和產品規格，使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錄得強勁利潤升幅。本集團全部三個
產品類別均錄得迅速增長。高速鋼、高速鋼切削工具及模具鋼之營業額分別錄得增長率
��.�%、��.�%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高速鋼 406,028 48.7 ���,��0 ��.� ���,��� ��.�
高速鋼切削工具 317,066 38.1 ���,��� ��.� ��,��� ��.�
模具鋼 110,022 13.2 ��,��� �.� ��,�00 ���.�

833,116 100.0 ���,��� �00.0 ���,��� ��.�

高速鋼

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集團的高速鋼業務持續增長，繼續為其主要收入來源，佔本集團
收入約��.�%。受惠於世界工業增長對高速鋼的需求，高速鋼的出口銷售量和銷售價格
均比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增加。因此，高速鋼的銷售額達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0,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約��.�%。本集團銷售至海外客戶的高速鋼自
二零零五年開始高速鋼出口銷售以來持續增加。出口銷售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增加約
���.�%至人民幣�0�,���,000元，佔高速鋼銷售總額約��.0%。增額乃由於高速鋼出口銷售
的持續發展以及價格優於海外競爭對手。

以下為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高速鋼銷售的地域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高速鋼
 出口 101,574 25.0 ��,0�� �.� ��,��� ���.�
 國內 304,454 75.0 ���,��� �0.� ��,��0 ��.�

 合計 406,028 100.0 ���,��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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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鋼切削工具

高速鋼切削工具營業額增長約��.�%至人民幣���,0��,000元，佔本集團整體營業額約
��.�%。高速鋼切削工具產品的出口銷售在回顧期內錄得持續增長，主要由於工業及專
業用途產品的銷售量增加，以及對高速鋼切削工具整體市場的需求上升。

以下為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高速鋼切削工具銷售的地域
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高速鋼切削工具
 出口 256,668 81.0 ���,�0� �0.� ��,��� ��.�
 國內 60,398 19.0 ��,0�� ��.� ��,��� ��.�

 合計 317,066 100.0 ���,��� �00.0 ��,��� ��.�

模具鋼

本集團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開始生產模具鋼。本集團的模具鋼業務在二零零七年上半
年錄得顯著增長。模具鋼營業額從二零零六年上半年的人民幣��,���,000元，大幅上升約
���.�%，至二零零七年同期的人民幣��0,0��,000元，佔整體營業額約��.�%。業務大幅增
長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在模具鋼銷售方面增加推廣活動，而生產使用率亦較去年處於
試產銷售階段為高。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開始出口銷售模具鋼。於二零零七年
上半年，出口銷售佔銷售模具鋼總額��.�%。

以下為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模具鋼銷售的地域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模具鋼
 出口 60,268 54.8 — — �0,��� 不適用
 國內 49,754 45.2 ��,��� �00.0 ��,��� ���.�

 合計 110,022 100.0 ��,��� �00.0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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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受惠於雙位百分比內涵增長，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應佔淨利潤為
人民幣�0�,���,000元，比上年同期淨利潤人民幣�0,���,000元，增長達約���.�%。本集團
的三個產品類別均展示強勁增長勢頭。

營業額

本集團的營業額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合計為人民幣���,���,000元，較二零零六年同期的
人民幣���,���,000元，上升幅度約為��.�%。增長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高速鋼、高速鋼工
具和模具鋼銷售量和銷售價格上升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二零零六上半年的人民幣���,�0�,000元增加���,���,000元至二零零
七上半年的人民幣���,��0,000元，升幅約��.�%。增幅大致與期內收入的增幅約��.�%一
致，反映模具鋼銷售增加以及廢鋼價格輕微上升。本集團的銷售成本佔營業額總額百分
比，由二零零六年首六個月約��.�%，輕微上升至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約�0.�%。

毛利率

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毛利率（總營業額之百分比）約為��.�%（二零零六年：��.�%）。減
幅乃主要由於�)廢鋼成本微增；及�)模具鋼銷售迅速增長，集團正在發展該產品並致力
於未來達到更高的毛利率。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在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合計為人民幣�0,���,000元，較二零零六年同期的人民幣
���,000元大幅增加人民幣�0,���,000元。增幅乃由於在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集團收取由
丹陽市政府授予的無條件補助金人民幣�0,000,000元，以鼓勵本集團進一步發展其業務。

分銷開支

分銷支出為人民幣��,���,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000元），增幅約��.�%，主要
原因是銷售量增加導致本集團的海外銷售代理佣金及運輸開支分別增加人民幣�,���,000
元及人民幣�,���,000元。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分銷開支佔營業額百分比為�.�%（二零零
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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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為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000
元），增幅約��.�%，主要由於業務擴展導致折舊費用，差旅及應酬開支分別增加
人民幣�,0��,000元及人民幣�,���,000元。於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行政開支佔營業額百
分比為�.0%（二零零六年：�.�%）。

融資成本淨額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淨額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為人民幣��,��0,000元，比二零零六年同期的
人民幣��,���,000元增幅為��.�%；其主要是因為銀行貸款利息在期內增加人民幣�,���,000
元，以及期內人民幣（本集團的計賬貨幣）升值，導致錄得外幣滙兌虧損。

所得稅開支

集團所得稅開支由二零零六年上半年的人民幣�0,0��,000元減少人民幣��,���,000元至二
零零七年上半年的人民幣��0,000元，減幅約��.�%。減少乃由於本集團的實際稅率由約
��.�%減至約0.��%，原因為本集團的一間主要附屬公司江蘇天工工具有限公司（「天工工
具」）於二零零七年開始享有兩年免稅期。

期內利潤

基於上述因素，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利潤為人民幣�0�,���,000元，較上年同期的
人民幣��,���,000元增加約�00.�%。本集團的淨利潤率由二零零六年上半年的�.�%增加至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

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0,���,000），上升���.�%。有關升幅大致上與淨利潤之升幅�00.�%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主要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
��,���,000元、存貨約人民幣���,���,000元、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約人民幣���,���,000元及
質押存款約人民幣��,���,000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借款為人民幣
�,0��,��0,000元，其中須於一年內償還的借款為人民幣���,��0,000元，而償還期為一年以
上的借款為人民幣�0�,000,000元。銀行借款的人民幣���,��0,000元當中，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後，已使用全球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償還人民幣���,000,000元。本集團資本
負債比率（按未償還計息債項總額除以資產總額計算）為��.0%，比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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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的��.�%為高。其比率增長源於本集團透過銀行借貸增加對廠房、生產設備等
資金投入，藉以提高產能以滿足訂單上升的需求。誠如上文所述使用全球發售所得款項
淨額償還貸款後，該比率大幅下降。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借貸中有美元��,���,000元以美元結算。本集團主要借貸均按
固定利率計息。本集團並無訂立利率掉期來對沖利率風險。

資本支出及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增加的固定資產為人民幣���,���,000元，主要用於高速鋼、
高速鋼切削工具及模具鋼的生產廠房及設施。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資本承擔
為人民幣���,���,000元，其中已簽約的部分為人民幣���,�0�,000元，已批准但未簽約部分
為人民幣��,���,000元，資本承擔主要用於收購生產設備的相關事項。

外滙風險

本集團營業額主要是以人民幣、美元及歐元結算，其中以人民幣的比例最高（約
��.�%）。本集團銷售總額約�0.�%及本集團的成本及經營利潤會受滙率波動影響。本集
團已設立多項措施，如鑑於滙兌波動每月檢討產品定價，及要求海外客戶更準時支付結
餘，以減低外滙風險的財務影響。

僱員薪酬及培訓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僱員�,��0人（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人）。
本集團的僱員薪酬水平與市場看齊，員工薪酬根據本集團的薪金、獎勵及花紅制度，按
個別工作表現釐定。

為提高本集團生產力，並進一步提升本集團人力資源的素質，本集團每月安排持續教育
及培訓課程，全體職工均必須參加。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公司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展望

在全球及中國蓬勃的工業發展下，市場需求持續增加，將繼續為特鋼及切削工具行業帶
來增長動力及機遇。管理層認為，通過規模經營及垂直整合達到減省成本及與客戶及領
先研究機構的緊密關係，都是本集團成為高速鋼及高速鋼切削工具行業領導者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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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基於此等實力，本集團將努力維持在業內的領先地位。本集團將投資於生產設施，
讓本集團能夠生產更高品質及更高收益的產品，同時作出投資以增加高速鋼、模具鋼及
高速鋼切削工具的產能，以及進一步提高市場份額。

高速鋼

在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包括一個�,000噸鍛造設施在內的一系列生產設施將會投入生產。
這些設施可讓本集團生產迎合市場需求合符新產品規格的高速鋼。高速鋼產能亦將因
此每年增加�,000噸至�0,000噸。

高速鋼切削工具

近年來，本集團銷售高速鋼切削工具作專業用途較一般用途為多。專業用途高速鋼切削
工具的售價及收益較一般用途工具為高。因此，本集團的目標為繼續此方向的生產，並
集中改善高速鋼切削工具的品位，同時實現產能擴張。二零零七年下半年，美國進口絲
錐生產線預期將投入生產，有助於本集團生產高品質及高收益絲錐，以滿足國內外客戶
的需求。

模具鋼

中國的模具鋼市場每年增長超過�0%。本集團將會繼續開發此高增長工業。由於高速鋼
與模具鋼可共用生產工藝及生產設施，上述的高速鋼生產設施亦將提升模具鋼的產能
及產品規格。此外，本集團將會繼續通過增加推廣活動及銷售優惠來增加模具鋼銷售，
以延續此業務的增長勢頭。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期間派發中期股息。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採納購股權計劃，惟本公司未有授出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自上市日期起，除了根據於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中授予全球協調人的超額配股權發行
股份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企業管治

自上市以來，本公司已在適用的情况下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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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組成，以審閱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內部監控及企業管
治事宜，並向董事會作出相關推薦意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兩名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九日召開會議，以考慮及審閱本集
團的中期報告及中期財務報表，並向董事會提交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認為，本公司
的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及中期財務報表已遵守適用的會計準則，且本公司已作妥善披露。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本公司已經就董事的證券交易採納操守守則，其條文並不較上
市規則附錄�0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要求的標準為寬鬆。
經向各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及本公司有關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於聯交所網業公布之中期報告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的中期報告，將呈交聯交所於適當時間在其網
址(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tggj.cn)覽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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