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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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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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WANG SPECIAL STEEL COMPANY LIMITED
西王特鋼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66）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西王特鋼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
同比較數字載列如下。本綜合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審閱。



2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8,473,283 9,890,828

銷售成本 (8,497,475) (9,245,820)

毛（損）／利 (24,192) 645,008

其他收入及（虧損）╱收益淨額 3 (11,756) 12,172

銷售及分銷開支 (4,083) (4,773)

行政開支 (66,233) (48,805)

金融資產的減值撥回╱（減值虧損）淨額 158 (34)

研發成本 (223,964) (223,699)

融資成本 5 (87,698) (146,511)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417,768) 233,358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123,640 (41,659)

期內（虧損）╱溢利 (294,128) 191,699

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12.42)分 人民幣8.0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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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294,128) 191,699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其後期內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6,076 1,187

於其後期內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投資：
公平值變動 (14,467) (10,138)

所得稅影響 2,170 1,521

(12,297) (8,617)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6,221) (7,43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300,349) 18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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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021,858 11,218,379
使用權資產 86,470 87,834
長期資產之預付款項 235,932 198,361
其他無形資產 544,233 477,917
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權益投資 51,629 66,096

遞延稅項資產 152,546 48,469

非流動資產總值 12,092,668 12,097,056

流動資產
存貨 1,300,388 1,387,544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9 72,820 57,505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2,230,772 1,875,311
已抵押存款 267,544 419,27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0,354 332,182

流動資產總值 4,001,878 4,071,81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10 2,368,580 2,254,12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45,260 660,789
合約負債 3,184,763 3,389,324
應付股息 290,369 290,369
租賃負債 189 479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3,528,267 3,540,868
來自最終控股公司的借款 447 447
應付所得稅 32,779 50,373

流動負債總額 10,350,654 10,186,772

流動負債淨額 (6,348,776) (6,114,9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743,892 5,98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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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00,000 33,791

遞延稅項負債 29,503 33,569

其他長期應付款項 130,000 130,0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259,503 197,360

資產淨值 5,484,389 5,784,73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69,681 1,369,681

儲備 4,114,708 4,415,057

權益總額 5,484,389 5,784,738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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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 公司資料

西王特鋼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於2007年8月6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
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25號海港中心21樓2110室。本公司股份自2012年2月23日開始
於聯交所上市。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生產及銷售鋼材產品、商品買賣及
銷售副產品業務。

1.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
編製。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集團經審核2021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持續經營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人民幣6,348,776,000元，而其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30,354,000元。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未償還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
約為人民幣3,528,267,000元，並於2022年6月30日後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

該等情況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導致對本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尤其是
於一般業務過程期間解除於十二個月期間內到期的負債之能力。於有關情況下，董事已採取
下列措施以改善本集團的短期流動資金及現金流量，從而令本集團可以持續經營基準持續經
營，並採納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 中國的經濟局勢逐漸穩定，管理層以鋼鐵產品市場的最新價格水平為基準，並對其生
產、積極市場預測及消耗減少採取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以制定預期將產生改善的正面
經營現金流的預測。

• 本公司在技術系統中開展技術改造及創新，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強產品質量和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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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2022年8月31日收到控股股東西王集團有限公司（「西王集團公司」）的書面確
認，表示其將持續向本集團提供財務支持，讓本集團在可預見未來能夠履行其到期的財
務責任，並同意自批准刊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日期起未來十二個月，不會要
求本集團償還任何應付西王集團公司的款項。

• 本集團目前正尋求不同的資金來源，包括但不限於來自中國金融機構及戰略機構投資者
的額外銀行融資及股權融資方案，將可進一步支持本集團的資金需求。

董事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對尚未採取措施的實際實施情況進行批判性評估。考慮彼等評估及上
述其他措施，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會改善其營運資金以為其營運提供資金，並履行其於可預見
未來到期的財務義務。因此，彼等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公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屬
合適。

倘持續經營假設不適當，或須作出調整以撇減資產價值至其可收回金額，以為或會出現的進
一步負債計提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該
等調整的影響尚未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呈現。

審核委員會確認其已客觀及批判地審閱上述措施。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相信本集團上述的業
務計劃為可行且可實現。

1.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而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乃於2022年1月1日或
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2021年6月30日之後與COVID-19相關的租金減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的年度改進

於本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
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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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的呈報方式與向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的內部報告一致。負責分
配資源及評估營運分部表現的主要營運決策者已被確認為作出策略性決定的董事會。

個別重大經營分部並未就財務報告用途而進行匯總，除非該等分部具有類似經濟特性，且在
產品及服務性質、生產流程性質、客戶的類型或類別、分配產品或提供服務所用的方式及監管
環境的性質方面均類似。個別不屬重大的經營分部如符合大部分標準，則或會進行匯總。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劃分業務單元，分為以下四個可報告業務分部：

(a) 普通鋼分部，即從事生產及銷售普通鋼產品；

(b) 特鋼分部，即從事生產及銷售特鋼產品；

(c) 商品貿易分部，即主要從事鐵礦粉、球團礦、鋼坯及焦炭等商品的貿易；及

(d) 副產品分部，即包括銷售鋼渣、蒸汽及電力等副產品。

本公司管理層獨立監控本集團業務分部的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定。分部表
現乃根據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進行評估，而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是用以計算經調整
的除稅前溢利╱（虧損）。

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的溢利╱（虧損），其中不包括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銷售
及分銷開支、行政開支、金融資產的減值撥回／（減值虧損）淨額、研發成本及融資成本。此乃
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目的，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法。

各業務間之銷售及轉讓乃經參考與第三者交易時之售價，按當時現行之市價進行交易。

主要經營決策者按各分部的經營業績作出決定。由於並無就分配資源及表現評估定期審閱分
部資產及分部負債的分析，故並無呈列有關資料。因此，僅呈列分部收益及分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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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計入除稅前�損的未經審核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普通鋼 特鋼 商品貿易 副產品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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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營業額
銷售予外部客戶 3,832,021 1,816,345 2,552,094 272,823 8,473,283

分部間銷售 3,898,688 1,967,944 1,069,389 825,900 7,761,921

7,730,709 3,784,289 3,621,483 1,098,723 16,235,204

銷售成本 (3,844,410) (1,830,465) (2,546,259) (276,341) (8,497,475)

毛（損）╱利 (12,389) (14,120) 5,835 (3,518) (24,192)

對賬：
其他收入及（虧損）╱收益淨額 (11,756)

銷售及分銷開支 (4,083)

行政開支 (66,233)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158

研發成本 (223,964)

融資成本 (87,698)

除稅前虧損 (417,768)



10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計入除稅前溢利的未經審核分部業績及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普通鋼 特鋼 商品貿易 副產品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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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營業額
銷售予外部客戶 4,953,709 2,302,547 2,365,036 269,536 9,890,828

分部間銷售 4,365,135 1,634,278 1,416,803 885,974 8,302,190

9,318,844 3,936,825 3,781,839 1,155,510 18,193,018

銷售成本 (4,440,509) (2,202,872) (2,346,371) (256,068) (9,245,820)

毛利 513,200 99,675 18,665 13,468 645,008

對賬：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12,172

銷售及分銷開支 (4,773)

行政開支 (48,805)

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淨額 (34)

研發成本 (223,699)

融資成本 (146,511)

除稅前溢利 233,358

地區資料

本集團所有客戶均位於中國。以上營業額資料按客戶所在地劃分。

本集團的主要非流動資產及資本開支均位於中國及於中國產生。因此，並無進一步呈列地區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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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客戶合約收益

細分營業額資料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分部 銷售普通鋼 銷售特鋼 商品貿易 銷售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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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商品類型
銷售工業產品 3,832,021 1,816,345 2,552,094 272,823 8,473,283

區域市場
中國 3,832,021 1,816,345 2,552,094 272,823 8,473,283

營業額確認時間
於某個時點 3,832,021 1,816,345 2,552,094 272,823 8,473,283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分部 銷售普通鋼 銷售特鋼 商品貿易 銷售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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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商品類型
銷售工業產品 4,953,709 2,302,547 2,365,036 269,536 9,890,828

區域市場
中國 4,953,709 2,302,547 2,365,036 269,536 9,890,828

營業額確認時間
於某個時點 4,953,709 2,302,547 2,365,036 269,536 9,890,828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實際權宜方法，所有營業額合約均為期一年或以下，分配至
該等未獲達成合約之交易價格並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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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虧損）╱收益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3,125 707

來自西王集團財務有限公司（「西王財務」）的利息收入 1,860 784

租金收入 721 721

匯兌差額淨值 (22,320) 4,546

政府補貼 4,868 4,883

其他收入 762 1,29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746) –

其他開支 (26) (760)

(11,756) 12,172

4.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虧損）╱溢利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8,497,475 9,245,820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1,146 280,043
－使用權資產 1,373 1,11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9,157 17,637
研發成本 223,964 223,699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及薪金 132,600 133,451
退休金計劃供款 15,938 13,392
員工福利開支 3,603 2,223

152,141 149,066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之金融資產（減值撥回）╱ 
減值虧損：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 770 190
應收其他款項減值撥回 (928) (156)

(158) 34



13

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的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96,459 151,854

貼現票據融資成本 11,732 23,081

已擔保抵押債劵利息 7,802 9,783

來自西王財務的借款之利息 1,033 1,028

租賃負債利息 17 61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的利息開支總額 117,043 185,807

減：資本化利息（附註） (29,345) (39,296)

87,698 146,511

附註：

倘資金屬一般借款，並用於購置合資格資產，則個別資產的開支將以介乎7.8%及10.37%（ 2021

年：7.8%至10.37%）的比率撥充資本。

6. 所得稅（抵免）╱開支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期內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 2021年：16.5%）計提撥
備。來自中國的應課稅溢利已根據相關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當前稅率計算稅項。

根據於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除西王金屬科技有限公司（「西王金屬科技」）
外，中國附屬公司須就彼等各自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期內的應課稅收入按法定稅
率25%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西王金屬科技作為國家級別的高科技企業，須就其截
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期內的應課稅收入按稅率15%繳納企業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抵免）╱開支 (17,667) 46,185

遞延稅項抵免 (105,973) (4,526)

期內稅項（抵免）╱開支總額 (123,640) 4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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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2,369,110,999股計算。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基於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2022年
6月30日止
六個月

截至2021年
6月30日止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294,128) 191,699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369,110,999 2,369,110,999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期內，每股基本虧損與每股攤薄虧損相同。概無就攤薄而對期內呈列的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任何調整，原因是未行使的購股權之影響對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
具沒有攤薄影響。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內，每股基本盈利與每股攤薄盈利相同，每股攤薄盈利的計量並不假
設本公司的購股權獲行使，乃由於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該等股份的平均市價。

8. 股息

期內並無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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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票據 1,006 –

應收貿易款項 73,233 58,154
減：虧損撥備 (1,419) (649)

應收貿易款項，扣除減值 71,814 57,505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72,820 57,505

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的應收貿易款項中包括應收本集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人民幣9,140,000元（ 2021年12月
31日：人民幣7,138,000元），於與給予本集團其他客戶的信貸期限相似的年期償還。

於報告期末，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作出並扣除虧損撥備後的應收貿易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49,418 46,589
3至6個月 14,764 7,936
6個月至1年 5,365 2,257
超過1年 2,267 723

71,814 57,505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介乎6個月至1年的信貸期。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之虧損撥備變動如下：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1月1日 649 1,434
減值虧損，淨額 770 (785)

於2022年6月30日╱2021年12月31日 1,419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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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票據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1,006 –

應收票據乃於日常業務過程向客戶收取，全部均為將於六個月內到期的銀行承兌票據。

10.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 2,125,853 1,724,142

應付票據 242,727 529,981

2,368,580 2,254,123

於報告期末，以發票日期為基準的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863,444 949,008

1至3個月 676,584 556,542

3至6個月 90,181 187,092

6至12個月 308,320 157,789

超過12個月 430,051 403,692

2,368,580 2,254,123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應付票據人民幣33,116,000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313,116,000
元）以人民幣16,558,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156,558,000元）的已抵押存款作抵押。

於2022年6月30日的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包括應付同系附屬公司的應付貿易款項人民幣
3,962,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6,684,000元），該等款項不計息且須按要求償還。

本集團的若干應付票據乃由若干關聯方擔保。

應付貿易款項不計息且一般須於六個月至一年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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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I. 業務回顧

2022年上半年，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錯綜複雜、中國內疫情散點多發、產業鏈
與供應鏈運行不暢等因素影響，鋼鐵行業呈現急轉直下的市場行情。相關統計
數據顯示，上半年中國粗鋼產量同比下降6.5%至52,688萬噸，鋼材產量同比下
降4.6%至66,714萬噸，黑色金屬冶煉工業利潤同比下降68.7%，鋼鐵業成為盈利
降幅最大的行業之一，遭遇了上游原燃料價格高企及下游需求坍塌的雙重擠
壓。本集團正是行業一份子，無可避免地受到衝擊。期內，本集團錄得毛損約
人民幣24.2百萬元，而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過往期間」或「 2021年上
半年」）則錄得毛利約人民幣645.0百萬元。本集團於期內錄得淨虧損約人民幣
294.1百萬元，而過往期間則為淨溢利人民幣約191.7百萬元。

期內，房地產行業對鋼材需求大幅減少以及中國的基建開工進度不足使鋼企
面臨銷售下滑的較大挑戰，同時新冠疫情的反覆進一步加劇了該需求的弱化。
相關地產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新房開工數量持續下滑並創2020年2月份以來
的新低，同時土地購置同比下降高達48.3%，致使螺紋鋼需求同比降低18%。同
期，全球經濟逐漸下行，歐洲國家及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採取寬鬆的貨幣
政策刺激經濟發展，已發展出通脹危機，俄烏戰爭加劇全球能源價格進一步大
漲，全球供應鏈受到強烈衝擊。國內受環保、成本及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焦
煤供應階段性緊張，價格大幅上漲，從而推高焦炭價格上漲。加之鐵礦石和合
金等原料也在相對高位運行，鋼材的售價承壓，鋼廠利潤受到較大衝擊。本集
團的銷售成本同樣受到影響，主要產品普通鋼及特鋼平均單位成本錄得增幅達
6.2%。售價方面，本集團主要產品普通鋼產品錄得跌幅，平均銷售價格由過往
期間的每噸人民幣4,293元，下跌至期內的每噸人民幣4,033元。然而，縱然產品
的銷售成本上漲，本集團為了維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無法提高售價。因此，期
內錄得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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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受上述因素影響，本集團主要業務所在地的山東省鄒平市在期內發生本土疫
情，導致當地政府實施嚴格的疫情封控措施，交通物流受阻，進一步加劇了本
集團的生產運營面對的挑戰。本集團會不斷更新策略，投放資源在新產品開發
及降本增效上，籍以減省成本及提高生產效率，為日後可持續長期業務增長奠
定基礎。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眾志成城，果斷採取有效靈活的應對措施，
盡最大努力對沖原燃料價格高企、終端需求弱及疫情對生產經營產生的風險。

II. 財務回顧

�務表現

1. 營業額

期內，本集團營業額約為人民幣8,473.3百萬（ 2021年上半年：人民幣
9,890.8百萬元）。

期內營業額及平均售價（不含稅）按產品劃分的明細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營業額 平均售價 營業額 平均售價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元╱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元╱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普通鋼
棒材 2,817,502 3,998 3,352,906 4,199
線材 1,014,519 4,135 1,600,803 4,504

小計╱平均值 3,832,021 4,033 4,953,709 4,293

特鋼 1,816,345 4,528 2,302,547 4,381

鋼材生產及銷售 5,648,366 4,180 7,256,256 4,320

商品貿易# 2,552,094 2,365,036
副產品銷售## 272,823 269,536

合計 8,473,283 9,890,828

# 商品貿易主要是買賣鐵礦粉、球團礦、鋼坯及焦炭等。
## 副產品是指在生產鋼材過程中所產生的鋼渣、蒸汽及電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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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材銷售量明細：

銷售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噸 百分比 噸 百分比

普通鋼
棒材 704,752 52% 798,455 48%
線材 245,330 18% 355,441 21%

小計 950,082 70% 1,153,896 69%

特鋼 401,132 30% 525,610 31%

合計 1,351,214 100% 1,679,506 100%

本集團的營業額下降14.3%，乃由於i)本集團的主要產品（普通鋼及特鋼）的
銷量下降，及ii)普通鋼產品平均售價下降的共同影響。

2. 銷售成本

期內，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8,497.5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9,245.8百萬元）。

銷售成本主要指就鐵礦粉、焦炭、廢鋼、煤、折舊、電力、員工成本等所產
生的成本。期內本集團銷售成本下降乃主要歸因於銷量及貿易業務減少。

本集團的普通鋼及特鋼產品的平均單位成本約每噸人民幣4,200元（2021年
上半年：約每噸人民幣3,956元）。期內，主要原材料成本仍維持在高位。因
此，期內整體銷售成本比過往期間有所上升。

3. 毛（損）╱利

期內毛損約為人民幣24.2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毛利人民幣645.0百萬
元），而期內毛損率則為0.3%（2021年上半年：毛利率6.5%）。

本集團於期內錄得毛損，此乃由於i)普通鋼及特鋼產品的平均售價由每噸
人民幣4,320元下跌至每噸人民幣4,180元；ii)本集團的主要客戶所屬的房
地產行業表現不理想，以及基礎設置工程進展緩慢，導致對本集團普通鋼
及特鋼產品的需求下跌，錄得銷售量下降19.5%；及iii)因主要原材料（如焦
炭）價格波動導致銷售成本急劇上漲，而鐵礦石的價格於期內一直維持在
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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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毛（損）╱利及毛（損）╱利率貢獻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毛（損）╱利 毛（損）╱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普通鋼 (12,389) (0.3)% 513,200 10.4%
特鋼 (14,120) (0.8)% 99,675 4.3%

鋼材生產及銷售 (26,509) (0.5)% 612,875 8.4%

商品貿易 5,835 0.2% 18,665 0.8%
副產品銷售 (3,518) (1.3)% 13,468 5.0%

合計╱總體 (24,192) (0.3)% 645,008 6.5%

4. 其他收入及（虧損）╱收益淨額

於期內，其他收入及（虧損）╱收益淨額為虧損約人民幣11.8百萬元（ 2021

年上半年：收益約人民幣12.2百萬元）。期內，本集團於其他收入及虧損錄
得虧損淨額，乃由於本集團產生匯兌虧損約人民幣22.3百萬元（ 2021年上
半年：匯兌收益約人民幣4.5百萬元）。由於本集團的其他借款以美元（「美
元」）計值，本集團受美元升值影響。

其他收入及（虧損）╱收益淨額主要為匯兌差額、利息收入、政府補貼以及
其他雜項收入及開支。

5.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期內本集團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人民幣4.1百萬元（2021年上半年：約人民
幣4.8百萬元），與過往期間相比維持穩定。

6. 行政開支

期內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66.2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約人民幣48.8百萬
元）。

有關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期內無形資產攤銷增加以及薪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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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發成本

期內，本集團就其研發活動確認總開支約人民幣224.0百萬元（ 2021年上半
年：約人民幣223.7百萬元），與過往期間相比維持穩定。研發成本包括材料
成本、員工薪酬、折舊、技術服務費及其他雜項成本。

財務狀況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30.4百萬元（ 2021

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332.2百萬元），而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267.5百萬
元（ 202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419.3百萬元）。本集團的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
票據約為人民幣2,368.6百萬元（ 202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254.1百萬元），一
年內到期的銀行及其他借�約為人民幣3,528.3百萬元（ 2021年12月31日：約人
民幣3,540.9百萬元），而一年後到期的銀行及其他借�約為人民幣100.0百萬元
（ 202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33.8百萬元）。於2022年6月30日，銀行及其他借款
乃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所有銀行及其他借款（不包括來自西王集團財務
有限公司的借款）均以本集團及西王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非流動資產、受限制
銀行存款、山東西王再生資源有限公司的100%權益、本公司一間關聯公司的普
通股及可換股優先股作抵押及╱或由王勇先生，及╱或由王勇先生及張樹芳女
士（王勇先生的配偶）、王棣先生及╱或王棣先生及蘇欣女士（王棣先生之配偶）
及╱或西王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提供的擔保作抵押。本集團主要以經營現金
流入以應付營運資金需求，而為額外購買生產設備所需之資金則主要來自經營
及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

資本結構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16,094.5百萬元（ 2021年12月
31日：約人民幣16,168.9百萬元），乃源自下列各項：(1)股本約人民幣1,369.7百
萬元（ 202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369.7百萬元），(2)儲備約人民幣4,114.7百萬
元（ 202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4,415.1百萬元）及(3)負債總額約人民幣10,610.2

元（ 202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0,384.1百萬元）。期內，本集團採納保守的庫務
政策，本集團的所有計息借款均按固定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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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1月1日起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的股本架構並無發生任何變動。本
公司的股本僅由普通股組成。

資本負債比率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相關債務除以總資產）為23.4%

（2021年12月31日：22.9%）。

相關債務包括租賃負債、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來自最終控股公司的借款及其
他長期應付款項。

重大投資、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未來的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收
購計劃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期內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概無持有任何重大投
資，無進行有關附屬公司的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亦無任何未來重大投資或資
本及資產收購計劃。

資產抵押

於2022年6月30日，人民幣4,841.3百萬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5,011.5百萬
元）的樓宇、機器及設備、人民幣85.5百萬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86.6百
萬元）的租賃土地及人民幣266.6百萬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406.6百萬元）
的已抵押存款已抵押作為本集團及西王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的計息銀行及其
他借款以及應付票據的抵押品。本集團的其他借款人民幣382.0百萬元(2021年
12月31日：人民幣382.0百萬元）亦以本集團持有的山東西王再生資源有限公司
100%股本權益作抵押。

控股股東作出之股份質押

於2019年11月22日，本公司與（其中包括）擔保人（即王勇先生、王棣先生、西王
集團公司、西王香港有限公司（「西王香港」）、西王控股有限公司（「西王控股」）
及西王投資有限公司（「西王投資」））及債券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據此，債券
認購人有條件同意認購，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發行本金總額為30.0百萬美元之
債券，原本到期日及延長的到期日分別為2019年12月11日及2020年5月31日（「債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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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公司在債券認購協議項下之部分抵押責任，(i)西王集團公司同意質押其
於西王香港之100%股權；(ii)西王香港同意質押其於西王控股之95%股權；及
(iii)西王控股同意質押其於西王投資之100%股權，所有質押均以債券認購人為
受益人作出。根據債券認購協議，各擔保人均同意以債券認購人為受益人，就
本公司在認購協議及債券文據項下之責任提供個人或公司擔保。是項交易的進
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1月24日之公告。

控股股東之特定履行責任

根據債券之債券文據之條款，倘（其中包括）(i)王勇先生不再直接或間接擁有佔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0%或以上的表決權；或(ii)王勇先生違背其維持作為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份的單一最大直接或間接持有人之承諾，則會出現相關事件。發
生任何該等事件將構成債券文據下之違約事件，據此，債券將即時到期並須由
本公司交付強制性贖回款項，此乃參考尚未償還本金額乘以某個乘數及利率計
算得出，並連同（其中包括）違約利息（如適用）。

上市規則第13.19及13.21條規定的披露義務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9月22日、2017年10月11日、2019年10月25日、2019

年11月24日及2019年12月12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發行原於2019年10月10

日到期總本金額為30.0百萬美元之可換股債券以及本公司發行原本於2019年
12月11日到期，並延長到期日至2020年5月31日，總本金額為30.0百萬美元之債
券。於2022年6月30日及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仍在與相關債券認購人討論債券的
贖回時間表，以履行還款義務。

資本承擔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為人民幣582.2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577.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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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2021年1月19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與西王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訂立
擔保協議（「擔保協議」）。根據新擔保協議，本集團將於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
12月31日期間向西王集團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提供擔保服務，惟須遵守當中
所載條款及條件。有關擔保協議相關其若干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

年1月19日的公告。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向西王集團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作出擔保的銀行
融資已動用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1,400.0百萬元（ 202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1,400.0百萬元）及人民幣2,784.0百萬元（ 202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790.0百萬
元）。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經營收入、成本及開支大部分以人民幣計算，故在經營上�須面
對重大的外幣風險。本集團於2022年6月30日所需面對的風險主要來自以美元
計值的負債約人民幣186.3百萬元（202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14.9百萬元）。期
內，本集團概無訂立任何外匯掉期對沖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3,571名僱員（於2021年6月30日：3,712名）。期內
僱員成本約為人民幣152.1百萬元（2021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49.1百萬元）。薪酬
是按僱員的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當時市場情況而定。管理層會定期檢討本集
團之薪酬政策及安排。除退休金外，本集團亦會根據個人表現向若干僱員發放
酌情花紅以�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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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業務前景

展望下半年，伴隨國內疫情弱化經濟逐漸復甦，推進穩增長政策的落地執行，
製造業回暖及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將持續發力穩經濟，推進重大項目並加快發行
和使用地方專項債，調增政策性銀行信貸額度和財政預算內的投資資金安排等
以支撐資金，以及國家發改委明確繼續開展全國粗鋼產量壓減工作，將使鋼材
供需壓力有望緩解，但總體下行壓力加大，本集團預期2022年下半年的挑戰將
會持續，成本未必能短時間內下調，而利潤水平仍將偏弱。

下半年，預計歐洲國家及美國為應對通脹危機實施更為緊縮的貨幣政策，截至
今年6月份，美聯儲聯邦基準利率已被上調至1.5%，預計未來仍有加息空間，大
宗商品價格整體將迎來拐點進入回落階段。鋼材需求最大的地產行業，呈現築
底回暖跡象，但持續較差的市場信心，房地產開發商拿地積極性相對較低及房
地產行業資金緊張的現狀短時內較難扭轉。在經濟週期切換背景下，中國正處
在被動補充庫存期向主動去庫存期切換的重要時點，產品售價提升空間有限，
鋼材價格整體將繼續承壓。市埸對鋼鐵材料需求短時間內無法回到去年上半年
水平，本集團收入將會受到影響。

面對嚴峻的市場形勢，本集團在制定經營策略時更為審慎及謹慎，以應對現有
外部市場的不利因素，並對未來市場需要作出準備，本集團致力多措並舉提高
運營效率和運營質量。努力深化轉型，積極發展具有高溢價及穩定需求的特鋼
產品，加強與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的合作，開發推廣具有差異化及競爭力的
特鋼產品，提升本集團的抗壓能力和盈利能力。繼續對標挖潛，有效推進採購、
生產及銷售全流程多環節降本增效工作，爭取獲得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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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自2022年7月1日起至本公告日期，除於本公告、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8月19日的有關
股息分派的補充公告及日期為2022年8月29日的盈利警告公告所披露者外，概無影
響本公司並須由本公司向其股東披露的重大事項或交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
業管治報告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董事會確認，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而適用的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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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期內的中期股息（2021年上半年：無）。

承董事會命
西王特鋼有限公司

主席
王棣

香港，2022年8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董事：

執行董事：
張　健先生
孫新虎先生
李海霞女士

非執行董事：
王　棣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樹新先生
李邦廣先生
于　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