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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概覽

2021年上半年，在多種因素的共同推動下國內化肥及化工產品市場持續復甦，國內尿
素價格整體維持強勢上行態勢。受新冠疫情所影響，原材料價格上漲，出口量的增加

導致了國內供應緊張，以及糧食價格的上漲提高了農戶種糧的積極性，尿素的需求因

此增加並推動了尿素價格上漲。作為中國主要尿素生產商，尿素價格的持續強勢也令

本集團上半年取得了優異的財務表現。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本集團收益錄得大幅上漲。本集團錄得
溢利自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6.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86.1百萬元或
153.2%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142.3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總體毛利及毛利率增
加。收入自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996.1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99.3
百萬元或30.0%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1,295.4百萬元，主要由於尿素平均售價上升。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尿素產品的平均售價約每噸人民幣1,928元，較2020年同期約每
噸人民幣1,513元增加約27.4%。由於報告期間收入增加及收入增加百分比高於銷售成
本增加百分比，故本集團的毛利及毛利率亦於報告期間有所增加。

本集團秉承創新發展理念，積極探索新市場以及研發新產品。當中，本集團近年新開

發的尿素副產品車用尿素溶液的銷售穩步增長並繼續帶動報告期間收入上升。本集團

來自銷售車用尿素溶液產生的收入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6.1百萬
元上升約人民幣94.0百萬元或585.2%至報告期間約人民幣110.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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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業務概覽（續）

在節能減排方面，本集團不斷加大節能環保治理設施的投入，不斷降低能源消耗，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在中國氮肥工業協會於今年8月召開的「2021年中國氮肥、甲醇技術
大會」上，河北省東光化工有限責任公司（「河北東光」）憑藉「固定床間歇造氣迴圈水揮
發性污染物治理技術」榮獲2020年度中國氮肥工業協會科學技術獎特等獎。並再次榮獲
中國氮肥、甲醇行業節能減排先進單位。

經營及財務回顧

按產品劃分的收入

截至2021年
6月30日止
六個月

截至2020年
6月30日止
六個月 百分比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尿素 1,050,468 852,221 23.3%
甲醇 71,724 46,931 52.8%
其他產品 173,215 96,935 78.7%  

合計 1,295,407 996,087 30.0%  

尿素

尿素所得收入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852.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198.2百萬元或23.3%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1,050.4百萬元，原因為尿素產品的平均售
價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每噸人民幣1,513元上升約每噸人民幣415元或
27.4%至報告期內約每噸人民幣1,928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的國內化肥及化工產品市
場持續復甦。報告期間的尿素銷售量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微跌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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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經營及財務回顧（續）

按產品劃分的收入（續）

甲醇

甲醇所得收入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6.9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24.8百萬元或52.8%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71.7百萬元，原因為甲醇產品的平均售價
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每噸人民幣1,202元上升約每噸人民幣401元或
33.4%至報告期內約每噸人民幣1,603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的能源價格上升所致。報
告期間的甲醇銷售量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約14.6%。

其他產品

其他產品包括二氧化碳、液氨、複合肥、車用尿素溶液及液化天然氣。來自其他產品

的收入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96.9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76.3百萬
元或78.7%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173.2百萬元，主要由於車用尿素溶液的收入於報告
期間增加。車用尿素溶液的收入增加乃因報告期間市場需求上升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2021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2020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

毛利╱
（毛損） 毛利率

毛利╱
（毛損） 毛利率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尿素 222,401 21.2 102,891 12.1 119,510 116.2
甲醇 (14,115) (19.7) (16,655) (35.5) 2,540 15.3
其他產品 34,605 20.0 35,308 36.4 (703) (2.0)   

合計 242,891 18.8 121,544 12.2 121,347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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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經營及財務回顧（續）

毛利及毛利率（續）

毛利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21.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21.4百萬
元或99.8%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242.9百萬元，主要由於尿素及甲醇產品的平均售價
上升令收入增加。於報告期間，銷售成本亦主要因原材料成本上升而增加。由於報告

期間收入增加，且收入百分比增幅高於銷售成本百分比的增幅，毛利率由截至2020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12.2%增加至報告期間的約18.8%。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7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3百萬元
或46.6%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4.0百萬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銀行利息收入增加。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其他虧損（淨額）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0.68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0.03百萬元或5.6%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0.71百萬元，主要由於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確
認的投資公平值虧損（與買賣尿素期貨合約有關）及人民幣兌港元的匯兌收益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3.7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5.5百萬
元或16.3%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39.2百萬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其他應收款項撥備增
加，而上述增幅部份被報告期間員工薪酬及福利、用作支持當地政府的捐款以及法律

及專業費用減幅所抵銷。

分銷開支

報告期間與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分銷開支概無重大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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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經營及財務回顧（續）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9.5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0.2百萬元
或2.2%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9.3百萬元，概無重大波動。

稅項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2.7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31.0
百萬元或136.2%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53.7百萬元，主要由於除所得稅前溢利增加。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56.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86.1百
萬元或153.2%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142.3百萬元。此乃主要由於毛利增加約人民幣
121.4百萬元及毛利率增加。報告期間的溢利增加被行政開支增加約人民幣5.5百萬元
及稅項增加約人民幣31.0百萬元所部分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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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資本架構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淨資產約人民幣1,434.9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
約人民幣1,234.1百萬元），包括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1,189.3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
日：約人民幣1,251.0百萬元）及流動資產約人民幣913.6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
約人民幣508.1百萬元），主要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717.7百萬元（於2020年12
月31日：約人民幣367.1百萬元）。此外，存貨約人民幣52.9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
日：約人民幣82.4百萬元）及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約人民幣118.1百萬元（於
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50.1百萬元）亦為主要流動資產。本集團於2021年6月30
日錄得流動資產淨額狀況約人民幣279.3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8.5
百萬元）。主要流動負債為貿易應付款項約人民幣82.5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約
人民幣62.9百萬元）、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約人民幣62.8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
日：約人民幣58.0百萬元）、合約負債約人民幣59.3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人民
幣64.8百萬元）及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人民幣399.1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約人
民幣281.0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717.7百萬元（於2020年12月
31日：約人民幣367.1百萬元）及擁有計息銀行借貸總額約人民幣399.1百萬元（於2020
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91.0百萬元）。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貸按年利率介乎3.2%至
5.2%（於2020年12月31日：3.7%至5.2%）計息。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須於一年內償還的即期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約為人民幣
399.1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81.0百萬元）。

本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的負債比率為29.8%（於2020年12月31日：23.6%），按銀行
及其他借貸約人民幣399.1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91.0百萬元）及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人民幣1,341.5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230.9百萬
元）計算。本集團將主要以其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尋求重續尚未償還銀行借貸及新

銀行融資以及探尋能否獲得其他融資來源以償還債項。管理層深信本集團有充裕的財

政資源履行其日後還債義務及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及未來業務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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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前景

展望下半年，在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經濟繼續復蘇的背景下，預計國內

化肥需求將繼續維持增長；工業方面，隨著國內新基建工程陸續展開，及海外經濟的

恢復，尿素的工業需求整體將有望繼續得到提升。另外，中國推出的碳中和政策及碳

達峰政策為化工行業帶來新的挑戰及機遇，化肥的供需緊張狀態相信會持續。企業將

需要依賴及發展新型環保及生產技術才能達至持續發展，然而本集團在節能減排以及

綠色生產方面具備相當的優勢。本集團將會一如既往，繼續堅持走安全發展、綠色發

展、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之路，充分利用資本市場的有利發展平臺，積極尋找新

的發展機遇，通過投資、併購等多種方式和追求持續的技術改造、新產品開發、產品

結構調整等，不斷提升本集團的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實現本集團在安全環保的

前提下，穩健推進、快速發展。

外匯風險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承擔由各種貨幣帶來的外匯風險，主要涉及的風險為以港元計值的

借貸。

本集團現時並無正式的外匯對沖政策，亦無進行對沖活動以減低外匯風險。然而，管

理層會監控外匯風險，並會考慮於有需要時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資本承擔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內撥備的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23.8
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人民幣30.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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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資產抵押

於2021年6月30日及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已抵押短期銀行貸款及長期銀行貸款
由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存貨及銀行存款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2020年12月31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共聘用1,293名僱員（於2020年12月31日：1,315名僱員）。
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根據行業慣例及個別僱員的表現制定。於報告期間，總僱員成本

（包括董事薪酬）約為人民幣54.1百萬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0.4百
萬元）。本公司亦已採納購股權計劃，以就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的僱員）為本集團

作出的貢獻向其提供激勵及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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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
益及淡倉

於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
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擁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須根
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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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所持權益公司 身份╱權益性質 所涉及股份數目（附註1） 概約股權百分比*

王治河先生 本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460,000,000股股份(L)
（附註2）

74.08%

* 百分比指所涉及股份數目除以於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

附註：

1. 字母「L」代表董事於本公司股份（「股份」）中的好倉。

2. 於 該 等 460,000,000 股 股 份 當 中 ， 279,680,000 股 股 份 由 SINO-COAL CHEMICAL 
HOLDING GROUP LIMITED（「Sino-Coal Holding」）持有（Sino-Coal Holding由Timely 
Moon Limited（「Timely Moon」）擁有約33.059%權益），而180,320,000股股份由Bloom 
Ocean Investments Limited （「Bloom Ocean」）持有（Bloom Ocean由Timely Moon擁有約
44.27%權益）。Timely Moon由王治河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Timely Moon
及王治河先生各自被視為於Sino-Coal Holding及Bloom Ocean各自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1年6月30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須
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標準守則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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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1年6月30日，據董事所知，以下法團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
內的權益或淡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涉及股份數目（附註1） 概約股權百分比*

Timely Moon 受控法團權益 460,000,000股股份(L) 
（附註2）

74.08%

Sun Yukun女士 配偶權益 460,000,000股股份(L) 
（附註3）

74.08%

Sino-Coal Holding 實益擁有人 279,680,000股股份(L) 45.04%

Bloom Ocean 實益擁有人 180,320,000股股份(L) 29.04%

Plenty Sun 受控法團權益 180,320,000股股份(L) 
（附註4）

29.04%

孫毅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180,320,000股股份(L) 
（附註4）

29.04%

Yao Juan女士 配偶權益 180,320,000股股份(L) 
（附註5）

29.04%

國富（香港）控股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31,132,000股股份(L) 
（附註6）

5.01%

河北省國富農業 
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31,132,000股股份(L) 
（附註6及7）

5.01%

* 百分比指所涉及股份數目除以於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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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1. 「L」指股東於股份的「好倉」。

2. 於該等460,000,000股股份當中，279,680,000股股份由Sino-Coal Holding持有（Sino-
Coal Holding約33.059%權益由Timely Moon持有），而180,320,000股股份由Bloom 
Ocean持有（Bloom Ocean約44.27%權益由Timely Moon持有）。Timely Moon由王治河
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Timely Moon及王治河先生各自被視為於Sino-Coal 
Holding及Bloom Ocean各自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Sun Yukun女士為王治河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Sun Yukun女士被視為於王
治河先生所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4. 該等180,320,000股股份由Bloom Ocean持有（Bloom Ocean約44.01%權益由Plenty Sun 
Limited （「Plenty Sun」）持有）。Plenty Sun由孫毅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Plenty Sun及孫毅先生各自被視為於Bloom Ocean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5. Yao Juan女士為孫毅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Yao Juan女士被視為於孫毅先
生所擁有權益的相同數目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6. 所披露資料乃基於該等主要股東分別呈交之權益披露表格。

7. 河北省國富農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被視為透過其控股公司國富（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於該等

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1年6月30日，除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其權益載於上
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

及淡倉」一段）外，概無人士於股份或相關股份擁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規定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7年6月20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該計劃之目的乃讓本集團向對
本集團營運佳績有所貢獻的指定參與者提供獎勵或回報。該計劃自採納日期後十年內

有效。自採納計劃以來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概無根據計劃授出、行使或註銷購

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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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報告期後事項

由報告期完結後至本報告日期，概無發生任何可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的事項。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報告期間，概無有關本公司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9月12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出售新疆新冀能源化工有限公
司（「新疆新冀」）51%股權。於2021年9月12日，河北東光（作為賣方）與杭州錦江集團
有限公司（「杭州錦江」，作為買方）、新疆綠原國有資本投資運營有限公司（前稱「新疆
綠原國有資產經營集團有限公司」）（「新疆綠原」，作為新疆新冀的股東）及新疆新冀訂
立有條件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杭州錦江已同意自東光化工收購新疆新冀全部股權的

51%（「出售事項」）。出售事項的代價為人民幣90百萬元。

杭州錦江主要從事環保能源、有色金屬及化工行業的投資。據董事會（「董事會」）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杭州錦江最終由(i)鈄正剛擁有約53.1%股權；(ii)
尉雪鳳擁有約32.5%股權；及(iii)鈄白冰擁有約14.4%股權。

新疆綠原主要從事國有資產投資及資產管理、批發及零售：購買及銷售農膜、化肥、

其他農畜產品、其他機械及設備、建築材料、鋼鐵、煤炭、皮棉；以及農業灌溉服

務。據董事會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新疆綠原由新疆生產建設兵

團第二師財政局擁有90%的股權及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擁有
10%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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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據董事會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杭州錦江及新疆綠原及其最終實

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重大投資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概無持有重大投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定不宣派報告期間的中期股息。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吳世良先生、劉金成先生
及林秀香女士組成。吳世良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標準，並討論審計、內部

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於報告期間的中期業績。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之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
料的審閱」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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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董
事會已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並信納本公司於整個報告期間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至少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必守準則同樣嚴格。於
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整個報告期間，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必守準則及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本公司操守準則。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作出之披露

本公司並不知悉於報告期內有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須予披露的任何董事資料變
動。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向本公司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辛勞工作及竭誠效力以及本公司股

東及本集團客戶的支持深表謝意。

承董事會命

東光化工有限公司
主席

王治河

中國，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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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致東光化工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緒言

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20至40頁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東光化工有限公司（「貴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
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和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解釋附註（「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的報告必須
符合以上規則的有關條文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董事須負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結論。本報告按照我們

協定的委聘條款僅向　閣下（作為整體）作出報告，而不作其他用途。我們不會就本報

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
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工作包括向主要負責財務會計事項的人

員作出查詢，並採用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

行的審核範圍小，故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

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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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續）

結論

基於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在各重

大方面未有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何綺雯
執業證書編號：P07395
香港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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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6 1,295,407 996,087
銷售成本 (1,052,516) (874,543)  

毛利 242,891 121,544
其他收入 6 3,954 2,697
其他收益或虧損淨額 7 (713) (675) 
行政開支 (39,159) (33,663)
分銷開支 (1,671) (1,482)
融資成本 9 (9,260) (9,471)  

除所得稅前溢利 10 196,042 78,950
所得稅開支 11 (53,704) (22,741)  

期內溢利 142,338 56,209

於其後期間可重新分類至 
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2,097) 1,040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 
收益總額 140,241 57,249  

以下各項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38,459 54,895
－非控股權益 3,879 1,314  

142,338 56,209  

以下各項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6,362 55,935
－非控股權益 3,879 1,314  

140,241 57,249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基本 13 22.3 8.8  

－攤薄 13 22.3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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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6月30日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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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047,858 1,110,279
投資物業 14,403 14,828
使用權資產 115,945 117,43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非上市股權投資 40 40

設備及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17 11,021 8,405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89,267 1,250,982  

流動資產
存貨 15 52,920 82,417
貿易應收款項 16 23,876 8,491
應收票據 900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 118,118 50,058
現金及銀行結餘 717,741 367,104  

流動資產總額 913,555 508,07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8 82,519 62,923
遞延收入 1,230 2,444
合約負債 6 59,331 64,8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 62,816 58,04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475 –
租賃負債 247 245
短期銀行及其他借貸 20 399,103 281,000
應付所得稅 28,479 10,088
應付附屬公司一名 
非控股股東款項 22(a) 40 40  

流動負債總額 634,240 479,598  

流動資產淨額 279,315 2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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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及其他借貸 20 – 10,000
租賃負債 29,138 28,154
遞延收入 4,408 4,820
遞延稅項負債 90 2,404  

非流動負債總額 33,636 45,378  

資產淨額 1,434,946 1,234,0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21 392 392
儲備 1,341,128 1,230,5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1,341,520 1,230,907

非控股權益 93,426 3,169  

股權總額 1,434,946 1,234,076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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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專項儲備 合併儲備 法定儲備
外匯換算

儲備 保留盈利
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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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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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1月1日 392 738,848 54,999 (559,842) 96,161 (2,260) 815,124 1,143,422 1,960 1,145,382

期內溢利 – – – – – – 54,895 54,895 1,314 56,209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 – – 1,040 – 1,040 – 1,04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040 54,895 55,935 1,314 57,249
就先前年度批准的股息 – – – – – – (33,607) (33,607) – (33,607)
調撥儲備 – – 6,943 – – – (6,943) – – –
動用期內專項儲備 – – (4,236) – – – 4,236 – – –          

於2020年6月30日 392 738,848 57,706 (559,842) 96,161 (1,220) 833,705 1,165,750 3,274 1,169,024          

股本 股份溢價 專項儲備 合併儲備 法定儲備
外匯換算

儲備 保留盈利
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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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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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1年1月1日 392 738,848 56,581 (559,842) 96,407 (6,444) 904,965 1,230,907 3,169 1,234,076

期內溢利 – – – – – – 138,459 138,459 3,879 142,338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 – – (2,097) – (2,097) – (2,09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097) 138,459 136,362 3,879 140,241          

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的 
注資（附註24） – – – – – – – – 86,472 86,472

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變動 
而並無控制權變動 
（附註24） – – – – – – 94 94 (94) –
就先前年度批准的股息 – – – – – – (25,843) (25,843) – (25,843)
調撥儲備 – – 8,587 – 1,149 – (9,736) – – –
動用期內專項儲備 – – (6,520) – – – 6,520 – – –          

於2021年6月30日 392 738,848 58,648 (559,842) 97,556 (8,541) 1,014,459 1,341,520 93,426 1,43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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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除所得稅前溢利 196,042 78,950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使用權資產折舊 1,485 1,364
投資物業折舊 424 32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9,673 79,63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確認的投資虧損╱（收益） 705 (1,81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的公平值虧損 1,741 –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17,120 –
政府補助收入 (1,625) (1,627)
利息收入 (1,186) (578)
利息開支 9,260 9,471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溢利 313,639 165,727
存貨減少 29,497 37,498
貿易應收款項增加 (15,385) (14,629)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900) 18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減少 (85,180) 8,313
貿易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19,596 (2,842)
合約負債減少 (5,483) (11,85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增加╱（減少） 4,772 (23,251)  

經營所得現金 260,556 159,153
已付投資虧損╱（已收投資收入） (705) 1,816
已付所得稅 (37,627) (20,741)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22,224 1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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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活動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26,501) (47,081)
收購設備預付款項墊款增加 (2,616) (857)
受限制銀行存款減少 – 5,000
已付期貨合約按金 (1,267) –
已收利息 1,186 578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9,198) (42,360)  

融資活動
提取銀行及其他借貸 328,000 107,000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貸 (221,000) (176,058)
已付股息 (25,843) (33,607)
附屬公司股東注資 86,472 –
已付利息 (7,921) (8,971)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59,708 (111,63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352,734 (13,768)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2,097) 1,04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7,104 431,825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17,741 419,097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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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021年6月30日

1. 一般資料

東光化工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3年7月26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1961年
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根據日期為2015年6月
17日之股東特別決議案，本公司由中煤化工有限公司改名為東光化工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尿素業
務。

2. 編製基準

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
會計準則第34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的主板上市
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而編製。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2021年8月27日獲授權刊發。

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2020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與
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期間首次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有關者除外。會計政策任何變
動的詳情載於附註3。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該
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的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需要採用若干影響政策應用及資
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按以本年累計至今為基準計算之經呈報金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

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已作出重大判斷及估計的領域以及其影

響於附註5披露。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均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該等中期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選擇解釋附註。附註包括對於瞭解本集團自2020
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化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該等中期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完整財務報表所需的一切資料，

應與2020年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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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021年6月30日

2. 編製基準（續）

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
行審閱。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致董事會之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18至19頁。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有關準則於本集團本會計

期間首次生效：

•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於2021年6月30日後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

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無任何重
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有關修訂本處理因利率基準改革（「改革」）而導致公司以替代基準利率取代舊有利率基準時可
能影響財務報告的問題。有關修訂本與2019年11月頒佈的修訂本相輔相成，涉及(a)合約現
金流量變動，實體毋須因改革所規定的變動而終止確認或調整金融工具的賬面值，而是更新

實際利率以反映替代基準利率的變動；(b)對沖會計處理，倘對沖符合其他對沖會計標準，實
體毋須僅因改革所規定的變動而終止其對沖會計處理；及(c)披露，實體須披露有關改革所帶
來的新風險的資料，以及如何管理過渡至替代基準利率的過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於2021年6月30日後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

於2021年3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以擴大可行權宜方
法，允許承租人將其應用在租賃付款減免影響原於2022年6月30日或之前到期的款項的租金
寬免。有關修訂本適用於2021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允許提早應用，包括
於2021年4月9日未獲授權刊發的財務報表。

本集團已就2021年1月1日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提早採用有關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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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021年6月30日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變動（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於2021年6月30日後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已選擇應用於2020年5月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規定的可行權宜方法。根據可行權宜方法，如獲授的租金寬免對原於2021年6月
30日或之前到期的款項構成影響，則不作為租賃修改入賬。於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
30日不合資格的租金寬免，現時已合資格因應於2021年4月頒佈的修訂本而應用可行權宜方
法。

擴大可行權宜方法的過渡規定須作出追溯應用，在實體首次應用修訂本的年度報告期間開始

時，將初步應用修訂本的累計影響確認為保留盈利（或其他權益組成部分，如適用）期初結餘

的調整。

由於本財政期間並無產生租金寬免，因此對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4.  COVID-19於本報告期間的影響

COVID-19疫情（「疫情」）自2020年起急轉直下，對全球實體及經濟活動造成不同程度的嚴重
影響。儘管若干行業遭受更為直接及明顯的中斷，中國的製造及銷售尿素以及其他化工產品

於本報告期間所受的衝擊尚算溫和。然而，隨著疫情持續變化，此刻難以預測其對本集團業

務及中國經濟造成影響的程度大小及持續時長。管理層已評估COVID-19對本集團整體的影
響，截至本報告日期，並未識別任何領域因COVID-19導致對本集團於2021年6月30日之財
務表現或狀況造成直接及重大不利影響。

5. 採用判斷及估計

於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過程中，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

估計不確定因素的主要來源與2020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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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021年6月30日

6.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同時為本集團的營業額）指來自本集團所售貨品扣減有關稅項後的發票淨值。下表中的

收入以主要地理市場、主要產品及收入確認時間劃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主要地理市場

－中國 1,295,407 996,087  

主要產品

－銷售尿素 1,050,468 852,221
－銷售甲醇 71,724 46,931
－銷售液氨 17,459 28,608
－銷售二氧化碳 19,771 28,354
－銷售液化天然氣 11,325 8,342
－銷售複合肥 14,545 15,560
－銷售車用尿素溶液 110,115 16,071  

1,295,407 996,087  

收入確認時間

－在時間點 1,295,407 996,087  

其他收入呈列如下：
政府補助 1,667 1,627
銀行利息收入 1,186 578
租賃收入 391 348
其他 710 144  

3,954 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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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021年6月30日

6. 收入及其他收入（續）

下表提供來自客戶合約之合約負債之資料。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合約負債 59,331 64,814  

合約負債主要與向客戶收取的預付代價有關。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合約負債人民
幣64,814,000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人民幣44,654,000元）已於貨品出售的期間
內履行的履約責任確認為收入。

7. 其他收益或虧損淨額

其他收益或虧損淨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確認的投資收益 (705) 1,81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確認的投資公平值虧損 (1,741) –
匯兌收益╱（虧損） 1,733 (2,491)  

(713) (675)  

8.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定期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呈報的內部財務資料確定其經營分部及編製分部資料，該

等財務資料乃其決定分配資源至本集團各業務組成部分及檢討該等業務部分表現的基準。僅

有一個業務部分須向執行董事作內部呈報，即生產及銷售尿素及副產品。本集團之資產及資

本支出主要歸屬於該業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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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021年6月30日

9.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有關以下項目之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貸款 9,024 8,971
租賃負債 986 1,016  

10,010 9,987
減：資本化金額（附註） (750) (516)  

9,260 9,471  

附註：

期內在一般借貸組合中資本化之借貸成本人民幣750,000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516,000元），按適用於合資格資產開支之資本化比率4.5%（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2.7%）計算。

10.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核數師酬金 340 315
確認為開支之已售存貨成本 1,052,516 874,54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9,673 79,634
使用權資產折舊 1,485 1,364
投資物業折舊 424 329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附註） 17,120 –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及薪金 39,897 36,879
－酌情花紅 10,734 10,12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422 3,375  

54,053 50,374  

附註：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代表就2021年6月30日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中部份「其他
可收回稅項」基於有關金額不確定能否收回而確認的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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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021年6月30日

11.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中國

即期稅項 52,518 20,827
股息之預扣稅 3,500 3,800

遞延稅項

於期內計入 (2,314) (1,886)  

53,704 22,741  

本集團須就於本集團成員公司註冊成立及經營業務所在稅務司法權區所產生或賺取的溢利按

實體基準繳納所得稅。根據開曼群島、薩摩亞及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於開

曼群島、薩摩亞及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毋須繳付任何所得稅。於截至2021年
及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並無於香港賺取任何應課稅收
入，因此無需繳付所得稅。

中國內地即期所得稅撥備乃根據於2008年1月1日通過及生效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
所得稅法」），按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應課稅溢利以25%之法定稅率計算。

12. 股息及分派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港仙
（總額為約31,047,000港元），已於2021年5月28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有關末期
股息已宣派及派付予本公司股東。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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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138,459 54,895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20,944,000 620,944,000  

截至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因此並無列示每股攤薄盈
利。

14.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兩個期間，概無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減值虧損。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物
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為約人民幣27,252,000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8,010,000元）。賬面值為零的樓宇（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9,202,000元）
已轉移至投資物業。

15. 存貨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41,720 70,624
製成品 8,224 8,185
部件及零件 2,976 3,608  

52,920 8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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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貿易應收款項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23,876 8,491  

截至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包括以下根據發票日期賬齡分析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虧

損）。於2021年6月30日的貿易應收款項結餘為未逾期亦未減值。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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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76 8,491  

1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可收回稅項 35,335 32,308
公用設施預付款項 8,942 12,000
設備預付款項 3,226 610
收購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7,795 7,795
煤炭供應商預付款項 44,605 1,212
預付僱員款項 1,069 965
尿素期貨合約按金 38,412 –
其他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875 5,265  

146,259 60,155
減：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17,120) (1,692)  

129,139 5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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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呈列為：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部分 118,118 50,058
非即期部分 11,021 8,405  

129,139 58,463  

18.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信貸期一般為0至90日。

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基於發票日期）如下：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47,104 25,682
91至180日 1,250 3,043
181至365日 586 652
超過365日 33,579 33,546  

82,519 6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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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計費用 11,176 12,200
其他應付款項（附註） 51,640 45,844  

62,816 58,044  

附註：

其他應付款項主要指向建造及製造設備公司為改良廠房、替換設備和維修與保養的應付款

項。

20. 銀行及其他借貸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計息

有抵押

－短期銀行貸款（附註(i)） 246,103 191,000

無抵押

－短期銀行貸款 153,000 90,000  

399,103 281,000

非即期
計息

有抵押

－長期銀行貸款（附註(i)） – 10,000  

399,103 2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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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銀行及其他借貸（續）

附註：

(i) 於2021年6月30日及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有抵押短期銀行貸款及長期銀行貸
款由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租賃土地作抵押。

(ii) 全部銀行融資均須達成與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河北省東光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河北東光」）之若干財務狀況比率有關之契約。該等契約常見於與金融機構之貸款
安排。倘河北東光違反契約，已使用之融資將變成按要求償還。於2021年6月30日及
2020年12月31日，沒有發現違反契約之情況。

21.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金額
千股 美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股本：

於2020年1月1日、 
2020年12月31日及 
2021年6月30日

每股面值0.0001美元的普通股 500,000,000 50,000,000 340,449   

已發行股本：

於2020年1月1日、 
2020年12月31日及 
2021年6月30日 620,944 62,094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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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

(a) 應付附屬公司的一名非控股股東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償還。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664 73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5 27  

已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總額 689 761  

23. 資本承擔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承擔：

－已訂約但未撥備 23,764 30,053  

24.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權益而並無失去控制權

於2021年4月22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河北東光與一名第三方投資者（「投資者」）訂
立協議（「協議」），內容有關向一間附屬公司新疆新冀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疆新冀」）出資
（「出資」）。河北東光與投資者出資的總代價已協定為現金人民幣90,000,000元及人民幣
96,080,000元，其中已注資人民幣80,000,000元及人民幣86,472,000元。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日期為2021年4月22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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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權益而並無失去控制權（續）

出資前，河北東光已向新疆新冀的股本注入人民幣10,000,000元。出資後，本集團的股權由
100%減少至51%，構成視作出售附屬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人民幣94,000元
由保留盈利重新分配至非控股權益。於新疆新冀的擁有權權益變動對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的影響概述如下：

於2021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出售非控股權益賬面值 (94)
自非控股權益收取代價 – 

權益中視作出售收益 (94) 

25. 公平值

(a) 賬面值相對公平值

並非以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包括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現金及銀行結餘、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應

付一間附屬公司的一名非控股股東款項。由於其短期性質，其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毋須就租賃負債之公平值作出披露。

於2021年6月30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之公平值於附註25(c)闡述。

(b) 公平值層級

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公平值層級分類乃基於就公平值計量而言屬重大的最低層級輸

入數據而釐定。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乃整體分類為三層中僅其中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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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公平值（續）

(b) 公平值層級（續）

公平值層級具以下層級：

– 第一層 － 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的報價（未經調整）

– 第二層 － 計入第一層之報價以外就該資產或負債而言屬直接（即價格）

或間接（即源自價格）可觀察的輸入數據

– 第三層 － 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的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不可觀察輸

入數據）。

(c) 估值技術

於2021年6月30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之公平值乃按進行相關商品期貨合約
交易之商品期貨交易市場所披露的市場報價而釐定，故分類為第一層。

(d) 期內轉移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 公平值計量第一層及第二層之間概無轉移；及

– 概無轉入或轉出公平值計量第三層。

26. 或然負債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均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2020年12月31日：無）。

27. 報告期結束後事項

除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另有披露外，於2021年6月30日後並無發生重大事件。

28. 批准財務報表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於2021年8月27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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