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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合計為人民幣1,081,293,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

的人民幣575,005,000元，增加88.0%。

本集團三大產品分部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均錄得增長。高速鋼、高速鋼切削工具及模具

鋼的營業額分別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50.9%、34.4%及97.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110,294,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45,591,000

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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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

表及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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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5 1,081,293 575,005

銷售成本 (864,910) (459,665)

毛利 216,383 115,340

其他收入 6 3,351 9,938

分銷開支 (19,372) (13,222)

行政開支 (33,080) (30,537)

其他開支 (4,871) (5,811)

經營業務所得溢利 162,411 75,708

融資收入 1,347 1,688

融資開支 (29,681) (26,482)

融資成本淨額 (28,334) (24,79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4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859) —

除所得稅前溢利 7 133,232 50,914

所得稅開支 8 (22,938) (5,32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110,294 45,591

每股盈利（人民幣） 9

基本及攤薄 0.26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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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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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044 1,348,285
預付租賃款項 61,976 62,639
商譽 21,959 21,95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2,014 —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3,921 —

其他投資 10,000 10,000
遞延稅項資產 9,654 10,032

1,607,568 1,452,915

流動資產

存貨 1,251,787 1,252,7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935,188 656,959
抵押存款 118,849 119,358
定期存款 197,590 192,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5,035 63,467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64,778 64,778

2,683,227 2,349,310

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848,027 1,379,70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728,627 645,124
應付所得稅 22,159 14,964
遞延收入 1,162 1,162

1,599,975 2,040,950

流動資產淨值 1,083,252 308,36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90,820 1,761,275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1,013,500 177,000
遞延收入 7,770 8,351
遞延稅項負債 13,935 8,202

1,035,205 193,553

資產淨值 1,655,615 1,567,72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1,806 31,806
儲備 1,623,809 1,535,916

股本總額 1,655,615 1,56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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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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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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財務資料。

2.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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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一零年

八月二十四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報告採用的會計政策與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相同，惟預期將於二零

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及採納除外。有關的會計政策變動及採納詳情載於隨後附

註。

管理層在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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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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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財務狀況的變動及表現實為重要。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未載有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份財務報表的

一切規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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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的規定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

董事會的獨立審閱報告載列於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內有關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作為以往已申報的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惟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本公司截至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可供查閱。核數師在其日期為二

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的報告中已就該等財務報表發出無保留意見。

3.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兩項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若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及一項新

詮釋，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本個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當中，以下變動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相關：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業務合併

.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 出售於附屬公司

的控制權益的計劃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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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該等變動導致會計政策出現變動，惟有關政策的變動並無對本會計期間或比較期間構成重大影響，

原因如下︰

. 由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大部分修訂將

於本集團進行有關交易（例如業務合併或出售附屬公司）時方會首次生效，且毋須重列以往有關

交易的記賬金額，因此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未造成重大影響。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關於確認被收購公司的遞延稅項資產）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

（關於將超出彼等的股權所佔的虧損分配至非控制權益（前稱少數股東權益））並無重大影響，因

為毋須重列過往期間的記賬金額，且本期間並無產生有關遞延稅項資產或虧損。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零九年）引入對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多項修訂並無導致

本集團的租賃土地權益分類有變。

該等會計政策變動的進一步詳情如下︰

. 由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任何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進行的業務合併將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的新規定及詳細指引予

以確認，其中包括以下的會計政策變動︰

— 本集團因業務合併而產生的交易成本，如介紹費、法律費用、盡職審查費以及其他專業及

顧問費，將於產生時支銷，而先前該等費用乃列作業務合併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對已確認

的商譽金額有所影響。

— 倘本集團於緊接獲得控制權之前持有被收購公司的權益，該等權益將視作猶如在獲得控制

權當日按公平值出售及重新收購。以往，這個情況乃使用累進法處理，即商譽猶如於收購

的每個階段累積計算。

— 或然代價將按收購日期的公平值計量。其後該或然代價計量的任何變動將於損益表內確

認，但如於收購日期起12個月內，該等變動乃因獲得有關於收購日期所存在的事實及情況

的額外資料而產生，則將會確認為業務合併成本的調整。以往，或然代價僅於很可能支付

且能可靠計量或然代價時，方會於收購日期確認。其後所有或然代價計量的變動及其結算

變動，以往乃確認為業務合併成本的調整，因此對已確認的商譽金額有所影響。

— 倘於收購日期被收購公司錄得累計稅項虧損或其他可抵扣的暫時差額，且未能符合遞延稅

項資產的確認標準，則其後該等資產將於損益表內確認，而非如以往般確認為商譽的調

整。

— 本集團現時的政策為按非控制權益應佔被收購公司可識別資產淨值的比例，計量於被收購

公司的非控制權益（前稱「少數股東權益」）。日後，本集團可選擇按個別交易情況，以公平

值計量非控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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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的過渡條文，該等新訂會計政策將於往後適用

於任何在本期間或未來期間進行的業務合併。有關確認遞延稅項資產變動的新政策亦將於往後應用

於以往業務合併中所錄得的累計稅項虧損及其他可抵扣暫時差額。並無對收購日期為於應用此項經

修訂準則前的業務合併所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作出調整。

. 由於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後，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應用以下政

策變動：

— 倘本集團收購非全資附屬公司的額外權益，該交易將列作與身為擁有人的股權持有人（非

控制權益股東）的交易，因此不會因該等交易而確認商譽。同樣地，倘集團出售其於附屬

公司的部分權益但仍保留控制權，則該交易亦將列作與身為擁有人的股權持有人（非控制

權益股東）的交易，因此不會因該等交易而確認溢利或虧損。以往，本集團將該等交易分

別視作累進交易及部分出售。

— 倘本集團失去某間附屬公司的控制權，該交易將列作出售該附屬公司的全部權益，而本集

團保留的任何餘下權益乃按公平值確認（猶如重新收購）。此外，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5號的修訂後，倘於綜合財務狀況表日期本集團有意出售某間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於

該附屬公司的全部權益將分類為持作出售（假設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持作出售

標準），而不論本集團將保留的權益水平。以往，該等交易視作部分出售。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的過渡條文，該等新會計政策將於往後適用於本期間或未來期間的交易，

因此並無重列以往期間的數字。

. 為與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的修訂貫徹一致，及因應國際

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的投資」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公司的權益」的修訂，本集

團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應用以下政策：

— 倘本集團於緊接取得重大影響力或共同控制權前持有被收購公司的權益，則該等權益將視

作猶如在獲得重大影響力或共同控制權當日按公平值出售及重新收購。以往，這個情況乃

使用累進法處理，即商譽猶如於每個收購階段累積計算。

— 倘本集團失去重大影響力或共同控制權，該交易將列作出售該被投資公司的全部權益，而

任何餘下權益乃按公平值確認（猶如重新收購）。以往，該等交易乃作為部分出售般處理。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的過渡條文，該等新會計政策將於往後適

用於本期間或未來期間的交易，因此並無重列以往期間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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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的會計政策的其他變動如下︰

. 於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的修訂後，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非全資附屬公司產生的任何

虧損將按所佔該實體的權益比例，於控制權益與非控制權益之間分配，即使此舉導致非控制權

益應佔的綜合權益出現虧絀結餘。以往，倘虧損分配至非控制權益導致出現虧絀結餘，該等虧

損僅在非控制權益有彌補該等虧損的約束性責任時，方會分配至非控制權益。根據國際會計準

則第27號的過渡條文，此項新會計政策將於未來應用，因此並無重列以往期間的數字。

. 因應多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零九年）引入對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修訂，本

集團已重新檢討其租賃土地權益的分類，即根據本集團的判斷，有關租賃是否轉移土地擁有權

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以致從經濟角度而言，本集團的角色與買方類似。本集團的結論為將

該等租賃歸類為經營租賃仍屬恰當，且並無例外情況。

4. 新增交易及事件的會計政策

(a) 共同控制實體

共同控制實體乃根據本集團或本公司與其他人士訂立的合約安排而經營的實體，有關合約安排

訂明本集團或本公司與一名或以上的其他人士分佔該實體的經濟活動的共同控制權。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乃按權益法於綜合財務報表列賬，除非有關投資屬於持作出售類別（或

包含在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合）則作別論。

根據權益法，有關投資初步按成本記賬，其後就本集團於收購後應佔被投資公司資產淨值的變

動及與該項投資有關的任何減值虧損作出調整。本集團年內應佔被投資公司的收購後及除稅後

業績及任何減值虧損乃於綜合收益表確認，而本集團應佔被投資公司的收購後及除稅後其他全

面收入項目乃於綜合全面收益表確認。

倘本集團的應佔虧損超出其於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則本集團的權益乃減至零，並

終止確認進一步虧損，惟本集團須承擔的法定或推定責任或代表被投資公司作出的付款則除

外。就此而言，本集團的權益乃根據權益法計算的投資賬面值，以及性質上構成本集團於聯營

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投資淨額一部分的本集團長期權益。

本集團與其共同控制實體之間的交易產生的未變現溢利及虧損，乃按本集團於被投資公司的權

益予以抵銷，惟倘未變現虧損證明所轉讓的資產出現減值，則有關的未變現虧損乃即時於損益

表內確認。

在本公司的財務狀況表內，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乃按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列賬，除非投資屬於

持作出售類別（或包含在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合）則作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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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的減值

對於使用權益法確認的共同控制實體投資而言，減值虧損的計量方法為比較該項投資的整體可

收回金額與其賬面值。倘用於釐定可收回金額的估計出現有利變動，則撥回減值虧損。

5. 分部報告

由於化學品銷售業務擴充經營，並達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的最低定量要求，故獨

立呈列此項經營分部的資料。本集團劃分出以下四個可報告分部。下列可報告分部一概並非由經營

分部合併組成。為了反映此項變動及符合本期間的呈列方式，比較資料已予重列。

— 高速鋼 高速鋼分部製造及向鋼鐵業銷售高速鋼。

— 高速鋼切削工具 高速鋼切削工具分部製造及向工具業銷售高速鋼切削工具。

— 模具鋼 模具鋼分部製造及向鋼鐵業銷售模具鋼。

— 化學品 化學品分部銷售精對苯二甲酸及其他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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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高速鋼

高速鋼

切削工具 模具鋼 化學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326,657 216,464 390,981 147,191 1,081,293

分部間營業額 119,051 — — — 119,051

可報告分部營業額 445,708 216,464 390,981 147,191 1,200,344

可報告分部溢利（經調整EBIT） 62,775 32,573 100,114 1,549 197,011

可報告分部資產 1,024,926 898,114 1,857,771 26,366 3,807,177

可報告分部負債 258,878 141,730 275,302 26,263 702,173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高速鋼

高速鋼

切削工具 模具鋼 化學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營業額 216,442 161,021 197,542 — 575,005

分部間營業額 95,001 — — — 95,001

可報告分部營業額 311,443 161,021 197,542 — 670,006

可報告分部溢利（經調整EBIT） 45,092 23,990 33,036 — 102,118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高速鋼

高速鋼

切削工具 模具鋼 化學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資產 872,295 979,294 1,488,068 41,559 3,381,216

可報告分部負債 209,238 162,873 228,972 41,448 64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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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報告分部營業額、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可報告分部營業額 1,200,344 670,006

抵銷分部間營業額 (119,051) (95,001)

綜合營業額 1,081,293 575,005

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197,011 102,118

融資成本淨額 (28,334) (24,79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4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859) —

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34,600) (26,410)

綜合除所得稅前溢利 133,232 50,914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3,807,177 3,381,216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2,014 —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3,921 —

其他投資 10,000 10,000

遞延稅項資產 9,654 10,032

抵押存款 118,849 119,358

定期存款 197,590 192,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5,035 63,467

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26,555 26,152

綜合資產總值 4,290,795 3,802,225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702,173 642,531

計息借款 1,861,527 1,556,700

應付所得稅 22,159 14,964

遞延稅項負債 13,935 8,202

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35,386 12,106

綜合負債總額 2,635,180 2,23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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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助金 (i) 1,725 9,48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淨額 — 229

非上市證券的股息收入 (ii) 1,600 —

其他 26 221

3,351 9,938

(i) 本公司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全資附屬公司江蘇天工工具有限公司（「天工工具」）從丹
陽市地方政府收取鼓勵其發展的無條件補助金人民幣1,144,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9,488,000元），並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與資產相關

的政府補助金攤銷金額人民幣581,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ii)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共收取來自其非上市股本投資的股息人民幣

1,600,000元。

7.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融資收入及開支

利息收入 (1,347) (1,688)

融資收入 (1,347) (1,688)

銀行貸款利息 45,716 38,351

減︰資本化至興建中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利息開支 (25,492) (14,528)

外匯虧損淨額 9,457 2,659

融資開支 29,681 26,482

融資成本淨額 28,334 24,794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864,910 459,665

折舊 38,402 33,744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663 1,001

呆賬減值虧損 3,088 4,810

存貨撇減 10,870 5,298

* 存貨成本包括與折舊開支及存貨撇減有關的金額人民幣41,637,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8,139,000元），該等金額亦包括在上文獨立披露的各項該等類別

開支各自的總金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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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所得稅撥備 16,827 8,154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起始及撥回 6,111 (2,831)

22,938 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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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經營業務，故並無產生香港利得稅。

(c) 中國所得稅撥備根據中國附屬公司各自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計算，該等稅率乃根據中國相關所

得稅規則及規例而釐定。

本集團於中國經營的附屬公司的法定企業所得稅率為25%（二零零九年︰25%）。

根據中國所得稅的規則和法規，位於中國的外資企業可享有自其經營錄得利潤首年起計兩年的

免稅期，而其後的三年則按適用所得稅率的50%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倘企業因沒有錄得利潤

而未能享有該等免稅期，則該等免稅期的適用期間自二零零八年開始計算。

由於上述的免稅期，天工工具於二零零九年起計三年按適用所得稅率的50%繳納中國企業所得

稅。天工愛和特鋼有限公司（「天工愛和」）於二零一零年起計三年按適用所得稅率的50%繳納中

國企業所得稅（二零零九年︰0%）。

丹陽天發精鍛有限公司及江蘇天工鈦業科技有限公司均須按法定所得稅率25%繳稅。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於呈報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110,294,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5,591,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419,500,000股（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19,500,000股）計算。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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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583,505 360,734
逾期少於三個月 153,511 148,649
逾期多於三個月但少於六個月 15,337 24,884
逾期多於六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21,331 30,375
逾期多於十二個月但少於二十四個月 19,834 16,603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 793,518 581,245
預付款項 86,115 49,670
其他應收款項 27,976 26,044
應收關聯方款項 27,579 —

935,188 656,959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一般於發票日期起0至150日內到期。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日期，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三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 299,228 361,235
於三個月後但於六個月內到期 280,982 121,067
於六個月後但於十二個月內到期 17,587 4,891
於一年後但於兩年內到期 6,174 2,443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總額 603,971 489,636
非貿易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01,755 154,488
應付股息 22,401 —

應付關聯方款項 500 1,000

728,627 645,124

12. 股息

來自上一財政年度、已批准但未於中期期間派付的應付股權持有人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上一財政年度宣派、已批准但未於中期期間派付的股息，

每股人民幣0.0534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每股人民幣0.0536元）

22,401 2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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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高速鋼

高速鋼業務包括採購各種稀有金屬如鎢、鉬、鉻、釩及其他原材料，以及製造高速鋼以

供本集團內部高速鋼切削工具生產線使用及銷售予本集團外部客戶。高速鋼較一般鋼材

更能受壓、耐熱及耐磨，廣泛應用於特定的工業用途，如汽車、機械設備製造、航空、

化學加工及電子工業等。本集團自一九九二年起投入生產高速鋼。

高速鋼切削工具

高速鋼切削工具業務包括生產並銷售高速鋼切削工具予外部客戶。自二零零七年開始，

本集團逾60%高速鋼切削工具出口銷售至歐洲、北美、非洲及中東等超過30多個國家及

地區。本集團的高速鋼切削工具產品種類繁多，大致分為四類，包括麻花鑽頭、絲錐、

銑刀及車刀。本業務始創於一九八七年，為本集團經營歷史最悠久的業務。

模具鋼

模具鋼業務包括採購各種稀有金屬及其他原材料，生產及銷售模具鋼予客戶。模具鋼的

特性和生產過程與高速鋼相似，並適用於模具工業及機器製造的模具及鑄模。本集團自

二零零五年開始生產模具鋼。

化學品

此業務從事化學品之購買及銷售，主要包括精對苯二甲酸。精對苯二甲酸主要用作生產

家居建材，例如窗簾及篷布。

市場回顧

受惠於各國政府同步實施貨幣及財政措施刺激經濟，全球經濟在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從環

球金融危機中開始慢慢復甦，而復甦的趨勢更持續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製造業及工具

業的情況亦逐漸好轉，該等行業對原材料的需求亦因此上升，大大改善了本集團業務所

在的海外市場環境。

由於中國經濟由出口帶動，故此全球經濟復甦有助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國內消費開支上

升及政府的優惠政策，進一步刺激國內經濟復甦。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經濟錄得

11.1%的增長率。除了製造業及工具業外，汽車及機械等行業亦較去年顯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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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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九年，以產量計，本集團一直

為中國最大的高速鋼製造商，而於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以營業額計，本集團亦為

中國最大的高速鋼切削工具製造商。

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本集團部分客戶面對更劇烈的市場競爭，迫使他們提升產品質素

及對生產成本實施更嚴格的控制，務求自其他競爭對手中突圍而出。本集團客戶為提升

價格及質素競爭力以及擴大市場佔有率，在選擇供應商時趨向更審慎。

為應付市場環境的改變，本集團實施了多項措施減低生產成本，但同時維持本集團對產

品質素、安全及生產效率的重視。本集團亦透過積極進行研發，致力改善生產程序及提

升產品規格。

四大分部的銷售營業額詳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高速鋼 326,657 30.21% 216,442 37.64% 110,215 50.92%

高速鋼切削工具 216,464 20.02% 161,021 28.00% 55,443 34.43%

模具鋼 390,981 36.16% 197,542 34.36% 193,439 97.92%

化學品 147,191 13.61% — 0.00% 147,191 —

1,081,293 100.00% 575,005 100.00% 506,288 88.05%

高速鋼

由於製造業及工具業等工業活動復甦，高速鋼業務於期內顯著好轉。高速鋼於二零一零

年上半年的銷售營業額增加50.9%至人民幣326,657,000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總額約

30.2%。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高速鋼的國內營業額上升73.7%至人民幣309,368,000

元，主要是由於機械及工具業對高速鋼的需求增加所致。海外銷售則由於海外工具製造

商的訂單減少而下降55.0%至人民幣17,289,000元。部分工具公司由自行生產改為向工

具製造商採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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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地域劃分的高速鋼

銷售分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高速鋼

國內 309,368 94.71% 178,064 82.27% 131,304 73.74%

出口 17,289 5.29% 38,378 17.73% (21,089) –54.95%

326,657 100.00% 216,442 100.00% 110,215 50.92%

高速鋼切削工具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高速鋼切削工具的銷售營業額增加約34.4%至人民幣216,464,000

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總額約20.0%。高速鋼切削工具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出口銷售營

業額增加11.6%至人民幣146,598,000元，主要是由於海外市場對切削工具的需求增加所

致。由於房屋及消費行業表現改善，以致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國內銷售增加135.7%至

人民幣69,866,000元。國內銷售錄得較大升幅，是由於國內消費氣氛回升的步伐較佳所

致。

以下為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地域劃分的高速鋼

切削工具銷售分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高速鋼切削工具

國內 69,866 32.28% 29,647 18.41% 40,219 135.66%

出口 146,598 67.72% 131,374 81.59% 15,224 11.59%

216,464 100.00% 161,021 100.00% 55,443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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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鋼

自二零零九年下半年起，模具鋼成為本集團營業額的最大來源。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模具鋼營業額佔本集團營業額總額36.2%。本集團二零一零年的模具鋼營業額由人民幣

197,542,000元增加97.9%至人民幣390,981,000元。由於國內汽車及機械行業的模具鋼需

求強勁，以致國內銷售額於回顧期間增加32.2%至人民幣241,875,000元。二零一零年上

半年的出口銷售大幅增加920.6%至人民幣149,106,000元，主要是由於取得德國、美國

及新開發的韓國市場的機械客戶的若干大額訂單所致。以下為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地域劃分的模具鋼銷售分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模具鋼

國內 241,875 61.86% 182,933 92.60% 58,942 32.22%

出口 149,106 38.14% 14,609 7.40% 134,497 920.64%

390,981 100.00% 197,542 100.00% 193,439 97.92%

化學品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開始從事如精對苯二甲酸的化學品貿易。於二零一零年上半

年，化學品銷售營業額為人民幣147,191,000元。所有銷售均來自於生產出口家居建材，

例如窗簾及篷布的客戶。

財務回顧

由於經濟復甦及市場需求回升，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淨利潤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人

民幣45,591,000元上升約141.9%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10,294,000元。本集團主

要業務線的營業額因產品的市場需求增加而顯著上升。

營業額

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合計為人民幣1,081,293,000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

的人民幣575,005,000元增加約88.0%。營業額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產品銷量上升所

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銷售成本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59,665,000元，增加人民幣405,245,000

元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864,910,000元，增幅約為88.2%。銷售成本增加與期內

營業額上升88.0%相符。本集團的銷售成本佔營業額總額的百分比，由二零零九年上半

年約79.9%上升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約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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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毛利率約為20.0%（二零零九年︰20.1%）。毛利率輕微下降的主

因是模具鋼毛利率改善及化學品銷售增加的淨影響。以下為本集團四項產品於二零零九

年及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毛利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高速鋼 20.5% 22.2%

高速鋼切削工具 17.3% 17.8%

模具鋼 28.2% 19.5%

化學品 1.1% —

高速鋼

高速鋼毛利率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22.2%下降至二零一零年同期的20.5%，主要是由

於高速鋼若干原材料的成本輕微上升所致。

高速鋼切削工具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高速鋼切削工具的毛利率大致上維持不變，為17.3%（二零零九年

︰17.8%）。

模具鋼

模具鋼的毛利率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19.5%大幅上升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28.2%，
主要是隨著銷量增加，模具鋼生產效率上升所致。此外，新安裝的生產設備於去年投產

亦提升了生產及成本效益。

其他收入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合計為人民幣3,351,000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半

年的人民幣9,938,000元減少人民幣6,587,000元，主要由於收到地方政府授予的政府補助

金減少人民幣7,763,000元所致。

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分銷開支為人民幣19,372,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13,222,000元），增加約

46.5%。分銷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銷量增加，導致運輸開支相應增加人民幣6,987,000元

所致。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分銷開支佔營業額的百分比為1 . 8%（二零零九年︰

2.3%）。

行政開支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行政開支增加人民幣2,543,000元至人民幣33,080,000元

（二零零九年︰人民幣30,537,000元），主要是由於員工成本、折舊及銀行支出於期內輕

微上升所致。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行政開支佔營業額的百分比為3.1%（二零零九年︰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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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淨額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融資收入為人民幣1,347,000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人

民幣1,688,000元減少人民幣341,000元。融資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

銀行存款利率下降所致。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融資費用為人民幣29,681,000

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6,482,000元增加12.1%，增加的主因為期內銀行貸

款增加。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人民幣5,323,000元，增加人民幣17,615,000

元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2,938,000元，增加主因是由於經營溢利增加導致利得

稅增加及天工愛和的免稅期於二零零九年結束導致適用稅率增加所致。

期內溢利

基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溢利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5,591,000元，增加約141.9%

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10,294,000元。本集團的淨利潤率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

7.9%上升至二零一零年同期的10.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110,294,000元（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45,591,000元），增加141.9%。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主要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

115,035,000元、存貨約人民幣1,251,787,000元、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人民幣935,188,000

元、抵押存款人民幣118,849,000元及定期存款人民幣197,590,000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借款為人民幣1,867,527,000元，其中人民幣848,027,000元須於一

年內償還，而償還期為一年以上的借款為人民幣1,013,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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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計算）為43.4%，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40.9%為高。資本負債比率上升主因是生產設備投資增加。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1,819,200,000元的借款以人民幣計值，而6,200,000美元的借款以美元計值。本集

團的大部分借貸按年利率介乎1.19%至5.76%計算應付的利息。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利

率掉期合約，以對沖相關利率風險。

資本支出及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增加的固定資產為人民幣188,161,000元，主要用於模具鋼

的生產廠房及設施。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資本承擔為人民幣278,016,000元，其中

已簽約的部分為人民幣93,312,000元，已批准但未簽約部分為人民幣184,704,000元。資

本承擔大部分與購買生產設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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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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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4%）。本集團銷售總額約42.56%及本集團的成本及經營溢利會受匯率波動影響。本

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金融工具以對沖外匯風險。本集團已設立多項措施，如鑑於匯兌波動

每月檢討產品定價，及要求海外客戶更準時支付結餘，以減低外匯風險的財務影響。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若干銀行存款約人民幣118,849,000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9,358,000元）。詳情載於財務報表相關附註內。

僱員薪酬及培訓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僱員約4,130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4,420人）。本集團的僱員薪酬水平與市場看齊，另會根據本集團的薪金、獎勵及花紅制

度，按員工的工作表現釐定員工獎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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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定時安排持續教育及培訓課程，全體職工均必須參加。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展望

因全球金融危機引致的國內外特鋼及切削工具業放緩所帶來的影響開始減退。於二零零

八年第四季及二零零九年第一季飽受嚴重打擊的期間，大量銷售訂單被客戶取消的情況

已遠去。由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開始，特鋼及切削工具業開始好轉，整體市場環境有所改

善，客戶訂單數量呈列普遍上升趨勢。憑藉本集團的市場領導地位以及在訂價及產品質

素方面領先競爭對手的優勢，我們深信在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或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全部

業務線均可回復增長趨勢。

高速鋼

隨著製造業及工具業的情況逐漸改善，高速鋼業務於回顧期內出現顯著復甦。我們相信

整體復甦趨勢將會持續。然而由於海外市場需求仍未回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因此增

長速度將較回顧期有所放緩。鑒於本集團相信海外市場將不會出現迅速復甦，本集團將

繼續集中發展國內市場。我們的銷售中心數目已從二零零九年底的70個增加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的76個。我們計劃於二零一零年進一步擴展我們的銷售中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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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鋼切削工具

本集團已完成安裝先進高速鋼切削工具生產線，確保生產質素得以提升。於二零一零年

上半年，隨著中國汽車及機械行業日益蓬勃，本集團注意到國內對高速鋼切削工具的需

求殷切。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重點發展此等業務。

模具鋼

於二零一零年，所有主要模具鋼生產線已完成安裝並投入營運。有賴於銷售量達至預期

水平，模具鋼業務已成為本集團營業額及溢利增長的主要來源及動力。於二零一零年下

半年，本集團將引進若干新增模具鋼產品規格，以符合市場需求。本集團亦將致力開拓

國內模具鋼市場，把握來自日益興旺的汽車及機械行業之商機。本集團預期模具鋼業務

將持續增長。

化學品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開始從事如精對苯二甲酸的化學品貿易。此新設業務線的主

要發展目的為開拓額外營業額來源及善用現有銷售網絡。本集團預期，此業務將於二零

一零年餘下時間維持穩定增長。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中期股息。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惟本公司未有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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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肇暉先生已提出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

成員，自二零一零年六月三日起生效。因此，本公司及其審核委員會分別僅有兩名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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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及兩名成員，故未能符合列載於上市規則第3.10及3.21條，有關最低人數以

及最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擁有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之規

定。本公司注意到須儘快並在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刊發公告後

的三個月內，物色適當人選出任新獨立非執行董事，以符合上市規則第3.11條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召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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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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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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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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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藉此機會，董事會衷心感謝各位股東、客戶、管理層及僱員對本集團的鼎力支持。

承董事會命

天工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朱小坤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朱小坤、朱志和、朱明耀及嚴榮華

非執行董事：童貴智

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正邦及高翔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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