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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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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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2689）（股份代號：2689）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入增加19.9%至約人民幣61,574.1百萬元。

• 毛利率由17.6%增加約1.4%至19.0%。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約為人民幣7,101.1百萬元，增加70.4%。

• 倘不計及經營及融資活動的匯兌收益╱（虧損）（扣除稅項）約人民幣347.7百萬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增加約52.4%至約人民幣6,753.4百萬元，此乃主要由銷
售收入增加及毛利率增加所帶動。

• 淨債務對總權益比率約為51.7%。

•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人民幣0.62元至約人民幣1.51元，增加69.7%。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33.0分（相等於約39.7港仙）。

• 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派息率約為28.4%（二零二零財政年度：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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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玖龍紙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或「玖龍紙業」）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或「本
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上一財政年度（「二零二零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61,574,060 51,341,190
銷售成本 (49,883,117) (42,313,896)

毛利潤 11,690,943 9,027,294

其他收入、其他開支及其他收益  
— 淨額 755,191 619,269
經營活動的匯兌虧損 — 淨額 (27,266) (120,237)
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 (1,811,618) (1,584,493)
行政開支 (2,065,516) (1,880,451)

經營盈利 8,541,734 6,061,382
財務費用 — 淨額 (635,999) (757,715)
— 財務收入 6 123,535 126,268
— 財務費用 6 (759,534) (883,983)
融資活動的匯兌收益╱（虧損） — 淨額 383,711 (149,279)
應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的業績 — 淨額 186,103 141,214

除所得稅前盈利 8,475,549 5,295,602
所得稅開支 7 (1,307,531) (1,065,520)

年內盈利 7,168,018 4,230,082

以下人士應佔盈利：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101,141 4,168,455
— 非控制權益 66,877 61,627

7,168,018 4,230,082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的 
每股基本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元計） 8 1.51 0.89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的 
每股攤薄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元計） 8 1.51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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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盈利 7,168,018 4,230,082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貨幣換算差額 (67,225) 39,956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7,100,793 4,270,038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059,382 4,197,857
— 非控制權益 41,411 72,181

7,100,793 4,27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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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60,198,470 58,532,630
使用權資產 10 1,650,534 1,664,201
無形資產 11 313,137 287,808
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的投資 199,086 130,421
預付款 1,012,244 232,384
遞延所得稅資產 80,454 51,774

63,453,925 60,899,218

流動資產
存貨 12 8,214,492 5,245,724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3 6,365,530 4,596,702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 3,889,194 2,809,82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77,633 63,301
可退回稅項 26,404 13,957
受限制現金 76,427 95,601
短期銀行存款 37,785 35,78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031,059 5,559,508

28,718,524 18,420,404

總資產 92,172,449 79,319,622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480,531 480,531
股份溢價 14 3,884,720 3,884,720
其他儲備 4,593,424 4,729,359
保留盈利 36,969,817 31,276,011

45,928,492 40,370,621

非控制權益 467,185 425,774

總權益 46,395,677 40,79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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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貸款 15 17,523,289 18,361,282
其他應付款項 122,303 118,335
遞延所得稅負債 4,199,472 3,554,644

21,845,064 22,034,261

流動負債
貸款 15 16,587,595 7,926,241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6 4,349,598 5,472,683
合約負債 361,072 380,307
其他應付款項 2,253,014 2,123,008
即期所得稅負債 380,429 586,727

23,931,708 16,488,966

總負債 45,776,772 38,523,227

總權益及負債 92,172,449 79,31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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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盈利 7,168,018 4,230,082
調整非現金項目╱所得稅開支╱影響投資或融資現金 
流量的其他項目╱營運資金變動 (2,884,372) 6,500,132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4,283,646 10,730,214
已付所得稅 (912,856) (532,421)
已付利息 (854,023) (1,249,086)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516,767 8,948,70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635,613) (4,507,075)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7,629,513 (7,222,90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4,510,667 (2,781,274)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59,508 8,339,4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匯兌（虧損）╱收益 (39,116) 1,288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031,059 5,55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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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包裝紙、文化用紙、高價特種紙產品及漿品的生產和銷售。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七日根據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註
冊辦事處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除另有列明者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均以人民幣千元呈列。此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
二十七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法例第622章香港公司
條例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二零一九年新型冠狀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並為經濟增添不明朗因素。
新冠病毒可能對包裝紙板行業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包括生產及原料供應以及包裝紙需求等）造成影響。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本集團持續關注新冠病毒疫情狀況，並主動應對其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
經營業績的影響。於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當日，新冠病毒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
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2. 會計政策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

下列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與本集團相關並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應
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基準利率改革

概念框架（經修訂）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新冠病毒相關之租金減免

採納準則修訂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 8 –

 (b) 與本集團相關且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

下列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已頒佈但尚未強制應用，
而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修訂本）

基準利率改革 — 第二階段1

會計指引第5號（經修訂） 經修訂會計指引第5號合併2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
之年度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適用範圍較窄之修訂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約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參照概念框架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之修訂本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3

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 財務報表之呈列 — 借款人對載有按要求償還 

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
或注資4

1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對本集團生效。
2 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對本集團生效。
3 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對本集團生效。
4 生效日期有待釐定。

本集團將於上述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生效時應用該等準則及修訂。

本集團預期應用上述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包裝紙、文化用紙、高價特種紙產品及漿品的生產和銷售。管理層將業務之經營業
績統一為一個分部以作審閱，並作出資源分配之決定。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只有一個分部
用以作出策略性決定。

本集團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為根據地。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來自中國外部客
戶之收入為人民幣56,647,302,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45,870,672,000元），而其來自其他國家外部
客戶之總收入為人民幣4,926,758,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5,470,51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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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於本年度內確認之收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包裝紙 56,328,190 44,519,172

銷售文化用紙 4,334,853 5,780,483

銷售高價特種紙產品 664,779 866,527

銷售漿品 246,238 175,008

61,574,060 51,341,190

5. 經營盈利

經營盈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附註10） 2,675,219 2,309,243
減：已於其他開支中扣除的款項 (6,166) (5,012)

2,669,053 2,304,231

無形資產攤銷（附註11） 24,595 21,706
減：已於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化之金額 (241) (721)

24,354 20,985

僱員福利開支 3,348,144 3,147,627
成品變動 (1,674,089) 2,173,163
已耗用原料及耗用品 46,626,684 35,781,987

使用權資產攤銷（附註10） 51,736 49,608
減：已於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化之金額 (1,355) (2,685)

50,381 4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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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收入及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23,535 126,268

財務費用：
貸款利息 (714,915) (1,022,558)
其他附帶貸款成本 (86,415) (86,163)
減：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資本化金額 97,033 326,825

(704,297) (781,896)

其他財務費用 (55,237) (102,087)

(759,534) (883,983)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及預扣所得稅（附註(a)及(b)） 669,003 640,674
— 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所得稅（附註(c)） — —

—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越南」）所得稅（附註(d)） 25,276 16,993
— 香港利得稅（附註(e)） — —

694,279 657,667

遞延所得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及預扣所得稅 669,778 439,643
— 美國所得稅 (63,748) (39,241)
— 越南所得稅 7,222 7,451

613,252 407,853

1,307,531 1,06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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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的附屬公司按25%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惟當中若干附屬公司於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享有15%（二零二零年：15%）的優惠稅率除外。

 (b) 中國預扣所得稅

於中國內地成立的公司向其海外投資者宣派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賺取盈利的股息應按10%

的稅率繳納中國預扣所得稅。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海外投資者符合中國內地與香港訂立的雙邊
稅務條約安排項下的條件及規定，則相關預扣稅稅率將從10%降至5%。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年度，本公司中國內地附屬公司的中間控股公司適用預扣所得稅稅率為5%（二零二零年：
5%）。

 (c) 美國所得稅

美國所得稅已按於美國之營運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估計應課稅盈利以聯邦企業
所得稅稅率及州所得稅稅率計提撥備（二零二零年：相同）。

 (d) 越南所得稅

越南所得稅已按於越南之營運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估計應課稅盈利以所得稅稅
率計提撥備（二零二零年：相同）。

 (e)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任何應課稅盈利（二零二零年：無），故此
並未為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8. 每股盈利

 — 基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人民幣千元） 7,101,141 4,168,455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計） 4,692,221 4,692,221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1.51 0.89

 — 攤薄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發行在外的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
本盈利相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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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10.0分 

（二零二零年：人民幣10.0分） 469,222 469,222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33.0分 

（二零二零年：人民幣22.0分） 1,548,433 1,032,289

2,017,655 1,501,511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建議每股普通股末期股息人民幣33.0分。擬派股息
並無於此等綜合財務報表反映為應付股息，惟將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反映作一項分
配。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

物業、廠房 
及設備 使用權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年初賬面淨值 58,532,630 1,664,201
添置 5,001,785 47,308
出售 (108,037) —
折舊╱攤銷（附註5） (2,675,219) (51,736)
匯兌差額 (552,689) (9,239)

年終賬面淨值 60,198,470 1,650,53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年初賬面淨值 55,945,290 1,626,802
添置 4,822,328 85,220
出售 (72,188) —
折舊╱攤銷（附註5） (2,309,243) (49,608)
匯兌差額 146,443 1,787

年終賬面淨值 58,532,630 1,66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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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無形資產

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年初賬面淨值 287,808
添置 55,279
攤銷（附註5） (24,595)
匯兌差額 (5,355)

年終賬面淨值 313,137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年初賬面淨值 277,562
添置 31,547
攤銷（附註5） (21,706)
匯兌差額 405

年終賬面淨值 287,808

12. 存貨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成本：
原料 4,731,333 3,436,654
成品 3,483,159 1,809,070

8,214,492 5,245,724

確認為開支並計入本年度銷售成本的存貨成本為人民幣49,883,117,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42,313,89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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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附註(a)） 3,872,915 3,212,027

應收票據（附註(b)） 2,492,615 1,384,675

6,365,530 4,596,702

(a)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3,276,699 2,678,816

31至60日 528,094 450,463

逾60日 68,122 82,748

3,872,915 3,212,027

鑒於本集團客戶眾多，遍佈各地，因此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風險並不集中。

本集團就向客戶之信貸銷售所訂立的信貸期主要為不多於60日。

(b) 應收票據的期限主要為90至180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90至180日）。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的應收票據主要指銀行承兌匯票（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相同）。

14. 股本及股份溢價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 

面值
普通股 

面值等值 股份溢價 合計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的結餘 4,692,220,811 469,222 480,531 3,884,720 4,36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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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貸款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
— 長期銀行及其他貸款 17,523,289 18,361,282

流動
— 短期銀行貸款 11,398,244 7,261,823
— 長期銀行貸款即期部分 5,189,351 664,418

16,587,595 7,926,241

總貸款 34,110,884 26,287,523

貸款到期情況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16,587,595 7,926,241

一年至兩年 8,590,195 10,606,088

兩年至五年 8,887,875 7,705,639

五年以上 45,219 49,555

34,110,884 26,28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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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附註(a)） 2,276,316 2,291,829

應付票據 2,073,282 3,180,854

4,349,598 5,472,683

(a)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2,081,521 2,123,924

逾90日 194,795 167,905

2,276,316 2,291,829

應付貿易賬款根據與供應商協定的條款結算。

17. 資本承擔

本集團在物業、廠房及設備有已訂約但未撥備的重大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9,791,124 1,67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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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分析

營運回顧

全年盈利躍升銷量再創新高

回顧本年度，在國家嚴謹抗疫及疫苗普及下，中國經濟已明顯回穩。然而，由於全球多
國疫情仍然反覆、國際航運受限、能源及大宗原料成本上升，叠加「零外廢」政策正式實
施等，因此中國包裝紙行業之經營壓力絲毫未減。

面對多種不明朗因素，本集團加強防疫，發揮好生產規模及原料採購優勢，堅持優質產
品和服務，積極開拓優質客戶群，並做好成本控制，因此本年度銷售額及銷售量再創新
高，盈利顯著上升。此外，我們有效地管理營運資金及財務風險，即使在資本開支增加
情況下，淨負債比率及現金流仍然保持健康水平。

於本年度，本集團位於泉州、瀋陽、東莞及河北之新造紙產能已分別於二零二零年七月、
七月、九月及十二月正式投產，合共增加205萬噸年產能。位於太倉及美國共4.2億平方
米之下游包裝產能也已經正式投產。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造漿（再生漿
及木漿）總設計年產能為85萬噸；造紙總設計年產能為1,757萬噸；下游包裝廠總設計年
產能超過14億平方米。

擴產佈局配合優化產品組合策略

「零外廢」已全面實施，要擴產首要解決原料供應來源。在優質原料準備上，我們未雨綢
繆，落實於湖北荊州、遼寧瀋陽及廣西北海開展漿紙一體化項目計劃，預計於二零二三
年年底前為本集團提供超過300萬噸自用木漿產能，屆時我們的產品質量及生產成本更
可控，尤其是當國際市場木漿價格上漲時，我們垂直產業鏈之優勢將更加明顯；連同我
們於馬來西亞拓展的60萬噸再生漿資源，本集團之造漿（木漿及再生漿）總設計年產能將
於二零二三年年底前達到457萬噸。另外，我們正增加木纖維產能作為替代原料，並將於
二零二二年年底前達到110萬噸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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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擴產方面，我們的策略是要優化產品組合，以發揮自身原料優勢及抓住限塑令的機
遇，最終提高本集團結構性盈利能力。因此，擴產白卡紙、高端牛卡紙、食品級白卡紙
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們在國內外正進行多個造紙項目，竣工後將增加625萬噸產能，預
計本集團之造紙總設計年產能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底前將達到2,382萬噸。

同時，我們正擴大下游包裝產能，引進最先進的紙板紙箱生產線、加工設備及物流系統，
有效幫助本集團原紙銷售，提升市佔率，實現造紙、包裝一體化的營運模式。預計各個
項目完成後，本集團之下游包裝廠總設計年產能將超過24億平方米。

由於疫情原因，我們需要不時調整擴產項目進度，最新計劃如下：

擴產項目 — 木漿及再生漿
新增年產能 
（百萬噸） 預計完成時間

中國
湖北 0.60（化學漿） 二零二二年第三季
瀋陽 0.62（化學漿） 二零二三年第一季
北海 0.50（本色漿） 二零二三年第二季

1.40（化學機械漿） 二零二三年第四季
馬來西亞 0.60（再生漿） 二零二三年第二季

總計 3.72

擴產項目 — 木纖維 新增年產能（百萬噸） 預計完成時間

中國
東莞 0.60 二零二二年第二季
重慶 0.50 二零二二年第四季

總計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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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產項目 — 造紙 新增年產能（百萬噸） 預計完成時間

中國
湖北 0.60（高檔牛卡紙） 二零二二年第三季

0.60（再生牛卡紙） 二零二二年第三季
北海 0.80（高檔牛卡紙） 二零二三年第四季

1.20（食品級白卡紙） 二零二三年第四季
0.55（文化紙） 二零二三年第四季

0.45（白面牛卡紙） 二零二四年第二季
0.30（高檔牛卡紙） 二零二四年第二季

0.20（紙袋紙） 二零二四年第二季
瀋陽 0.65（高檔牛卡紙） 二零二三年第二季
馬來西亞 0.60（牛卡紙） 二零二三年第二季

0.30（瓦楞紙） 二零二三年第二季

總計 6.25

擴產項目 — 下游包裝廠 新增年產能（億平方米） 預計完成時間

中國
重慶 2.4 二零二一年第三季
成都 2.9 二零二一年第三季
東莞（二期） 2.2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
天津（二期） 2.2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

總計 9.7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繼續促進創新、研發及培訓，以強化技術、產品、環保、安全及人
才管理。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共聘用19,576名全職僱員，並獲得779項
專利，另有170項專利正在申請或審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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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本集團的銷售收入約為人民幣61,574.1百萬元，較二零二零財政年
度增加約19.9%。本集團銷售收入之主要來源仍為其包裝紙業務（包括卡紙、高強瓦楞芯
紙及塗布灰底白板紙），佔銷售收入約91.5%，其餘約8.5%的銷售收入則來自其文化用
紙、高價特種紙及漿產品。

本集團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銷售收入較二零二零財政年度增加約19.9%，乃由於銷量增
加約7.8%及售價上升約11.4%的綜合影響所致。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卡紙、高強瓦楞芯
紙、塗布灰底白板紙及文化用紙的銷售收入分別佔總銷售收入約49.9%、21.6%、20.0%及
7.0%，而二零二零財政年度則分別為46.4%、21.7%、18.6%及11.3%。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包裝紙板、文化用紙、高價特種紙及漿產品的設計年
產能為約18.4百萬噸，其中卡紙、高強瓦楞芯紙、塗布灰底白板紙、文化用紙、高價特種
紙及漿產品分別為約10.2百萬噸、約3.4百萬噸、約2.6百萬噸、約1.1百萬噸及約1.1百萬
噸。四家美國漿紙廠年產能為約1.3百萬噸產品（包括用於文化用紙的單面塗布紙、銅板
紙及塗布機械漿紙以及特種紙產品年產能為約0.9百萬噸；及再生漿以及硬木木漿年產能
為約0.4百萬噸）。

本集團的銷量達到約16.5百萬噸，較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15.3百萬噸增加7.8%。銷量增加
乃由中國業務銷量增加約1.2百萬噸所帶動。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卡紙、高強瓦楞芯紙及塗布灰底白板紙銷量較二零二零財政年度
分別增加約15%、3%及5%，而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文化用紙則較二零二零財政年度下
跌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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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收入繼續主要來自中國市場（尤其是卡紙及高強瓦楞芯紙業務）。於二零二一財
政年度，中國消費相關的銷售收入佔本集團總銷售收入92.0%，而餘下8.0%的銷售收入
則為售予其他國家客戶的海外銷售收入。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本集團五大客戶的收入合共佔其總銷售收入約7.0%（二零二零財
政年度：6.7%），其中最大單一客戶的銷售額約佔3.3%（二零二零財政年度：2.1%）。

毛利潤及毛利率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毛利潤約為人民幣11,690.9百萬元，較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人民幣
9,027.3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663.6百萬元或29.5%。毛利率則由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17.6%
增加至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約19.0%，乃主要由於本年度產品售價之增速遠較原料成本
快所致。

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

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由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人民幣1,584.5百萬元增加約14.3%至二零二
一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1,811.6百萬元。由於規模效應，銷售及分銷成本總額佔本集團銷
售收入的百分比由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3.1%輕微下跌至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約2.9%。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人民幣1,880.5百萬元增加約9.8%至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
約人民幣2,065.5百萬元，乃主要由於為配合新紙機的推出（包括泉州及瀋陽基地（於二零
二零年七月投產）、東莞基地（於二零二零年九月投產）以及河北基地（於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投產））而產生的額外管理及行政成本所致。行政開支佔本集團銷售收入的百分比由二
零二零財政年度的3.7%減少至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約3.4%。

經營盈利

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經營盈利約為人民幣8,541.7百萬元，較二零二零財政年度增加約人
民幣2,480.4百萬元或40.9%。經營盈利率由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11.8%增加至二零二一財
政年度的約13.9%，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毛利率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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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 — 淨額

財務費用淨額由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人民幣757.7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121.7百萬元，或減
少16.1%至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636.0百萬元。財務費用減少乃主要由於平均利
率由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3.3%下降至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約2.8%所致。

經營及融資活動的匯兌收益 — 淨額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除稅前經營及融資活動的匯兌收益總額約為人民幣356.4百萬元
（指除稅前經營活動的匯兌虧損約人民幣27.3百萬元及除稅前融資活動的匯兌收益約人民
幣383.7百萬元）。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經營及融資活動的匯兌收益總額（扣除稅項）約為人民幣347.7百萬
元，而於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經營及融資活動的匯兌虧損總額（扣除稅項）則約為人民幣
261.6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1,307.5百萬元，較二零二零財政年度增加約
22.7%或人民幣242.0百萬元，乃主要由於除稅前盈利增加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實際稅率（所得稅開支除以本年度除所得稅前盈利）約為
15.4%，而二零二零財政年度則為20.1%，該減少乃主要由於(i)本集團於中國內地享有優
惠稅率的附屬公司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產生更多盈利；及(ii)大部分的融資活動匯兌收益
於中國內地境外產生並獲豁免繳納所得稅所致。

純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由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人民幣4,168.5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一
財政年度的約人民幣7,101.1百萬元。倘不計及經營及融資活動的匯兌收益（扣除稅項）約
人民幣347.7百萬元，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增加約52.4%至約
人民幣6,753.4百萬元，乃主要由於收入增加及毛利率增加所致。

於二零二零財政年度，倘不計及經營及融資活動的匯兌虧損（扣除稅項）人民幣261.6百萬
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為人民幣4,430.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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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本集團已派付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10.0分，合共人民幣469.2百萬
元。董事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33.0分，合共將約為人民幣1,548.4百萬元。二零
二一財政年度的股息總額為每股人民幣43.0分（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為每股人民幣32.0分）。
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派息率約為28.4%（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為36.0%）。

營運資金

存貨水平由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5,245.7百萬元增加約56.6%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8,214.5百萬元。存貨主要包括約人民幣4,731.3百萬元的原料（主要
為廢紙、煤炭及備件）以及約人民幣3,483.2百萬元的成品。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原料（不包括備件）的週轉天數由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24天增至約
28天，而成品的週轉天數則由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16天增至約25天。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約為人民幣6,365.5百萬元，較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4,596.7百萬元增加約38.5%。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內，應收貿
易賬款週轉天數約為23天，與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相同且處於本集團給予其客戶的信貸期
內。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約為人民幣4,349.6百萬元，較二零
二零財政年度的人民幣5,472.7百萬元減少約20.5%。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應付貿易賬款
及應付票據週轉天數約為32天，而二零二零財政年度則為47天。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所需之營運資金及長期資金主要來自其經營現金流量及銀行
貸款，而本集團的財務資源則用於其資本開支、經營活動及償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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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備用財務資源而言，本集團有銀行及現金結餘、短期銀行
存款及受限制現金約人民幣10,145.3百萬元及未動用銀行融資總額約人民幣52,445.4百萬
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股東資金約為人民幣46,395.7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增加約人民幣5,599.3百萬元。

債務管理

本集團的未償還貸款由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26,287.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7,823.4百萬元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34,110.9百萬元。短期及長期貸款分別約
為人民幣16,587.6百萬元及人民幣17,523.3百萬元，分別佔貸款總額48.6%及51.4%。於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債務為有抵押債項。

本集團的淨債務對總權益比率由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50.5%增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約51.7%。董事會將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淨債務對總權益比率。

庫務政策

本集團制定庫務政策以達到更有效控制庫務運作及降低資金成本的目標。因此，其為所
有業務及外匯風險提供的資金均在本集團層面統一檢討及監控。為管理個別交易的外幣
匯率及利率波動風險，本集團將以外幣貸款、貨幣結構工具及其他適當的金融工具對沖
重大風險。

本集團的政策為不利用任何衍生產品進行投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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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所採納的庫務政策旨在：

(a) 減低利率風險

此乃以貸款再融資及洽商達成。董事會將繼續密切監察本集團貸款組合，及比較其
現有協議的貸款利差與現時不同貨幣及銀行新貸款的貸款利率。

(b) 減低貨幣風險

基於現時貨幣市場波動，董事會密切監控本集團外幣貸款，並將考慮適時安排貨幣
及利率對沖，以減低相應風險。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外幣貸款總額相當於約
人民幣16,841.4百萬元，而以人民幣計值的貸款約為人民幣17,269.5百萬元，分別佔
本集團貸款約49.4%及50.6%。

貸款成本

長期貸款及短期貸款的實際利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均維持穩定於每年約2.3%及
2.6%，而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則為每年約3.0%及3.0%。利息總額及融資費用（包括
已資本化利息，惟於利息收入及融資活動的匯兌收益或虧損前）由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的
人民幣1,210.8百萬元減少至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約人民幣856.6百萬元。

資本開支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內，本集團已支付約人民幣6,060.2百萬元興建工廠大廈、購買廠房、
機器及設備。該等資本開支全部由內部資源及貸款撥付。

資本承擔

本集團所作出的資本開支承擔主要用於國內（湖北、北海及瀋陽）漿紙一體化項目之機器
及設備，在財務報表上已訂約但未撥備的金額約為人民幣9,791.1百萬元。以上承擔主要
與擴充本集團之造漿（木漿及再生漿）及造紙產能以及改善若干現有生產線以達致更佳的
成本控制及提高其盈利能力有關。



– 26 –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未來展望

當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續演變，外部環境更是複雜嚴峻。展望來年，在疫苗進一步普及下，
全球疫情有望轉趨穩定，令全球經濟重拾正軌。在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內
需及出口業將得以振興。從中長期看，以紙代塑及消費升級將會驅動白卡紙、高端牛卡
紙等高端包裝紙需求；而原料緊張及環保政策之收緊、更是有利行業集中度上升。

本集團已為前方創造最佳條件，發揮好行業龍頭企業的規模優勢，佈局好國內外原料及
市場，保證原料供應及產品質量穩定，深耕細分市場，優化產品結構，控制好成本、負
債水平及現金流，以致力提升市場份額及整體盈利水平。

股息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向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10.0分（相等於約12.0港仙）（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10.0分）。

董事會已議決建議派付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33.0分（相等於約39.7港
仙），預期將約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派付，惟須待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二
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人民幣兌港元乃按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
日之匯率1.00港元兌人民幣0.83104元換算，惟僅供說明用途。以港元派付股息的實際匯
率將以匯款當日的匯率為準。

股東週年大會及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舉行。為確認股東可出
席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及享有擬派末期股息的權利，召開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
及暫停辦理股東登記的通告將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規
定之方式適時刊發及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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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
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審閱

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
則及常規，並討論本年度本集團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本集團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由審核委員會、董事連同本公司核數師羅兵
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相信有效的企業管治常規是保障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人士權益與提升股東價值的
基本要素，因此致力達致並維持最符合本集團需要與利益的高企業管治水平。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本集團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
文。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
董事已確認彼等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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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除了感謝管理層及員工外，本人亦藉此機會向各級政府表示衷心感激，為我們提供了良
好營商環境，使我們的業務得以茁壯發展，亦為員工帶來正面影響，為業界的成功作出
貢獻。我們亦由衷感謝股東、投資者、銀行、客戶及業務夥伴對本集團鼎力支持，並希
望他們於未來繼續與我們分享豐碩的成果。

承董事會命
玖龍紙業（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茵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張茵女士、劉名中先生、張成飛先生、Ken Liu先生、劉
晉嵩先生、張連鵬先生及張元福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譚惠珠女士、吳亮星先生、
林耀堅先生及陳克复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