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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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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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DONGGUANG CHEMICAL LIMITED
東光化工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02）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公告

東光化工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報告期間」）之經審核綜合業
績。2020年同期或相應日期的相關財務數字亦已載於本公告，以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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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2,880,934 1,956,044
銷售成本 (2,422,121) (1,721,395)  

毛利 458,813 234,649
其他收入 4 7,107 12,681
其他收入淨額 5 3,465 1,816
行政開支 (63,965) (57,180)
分銷開支 (3,328) (3,202)
融資成本 7 (17,438) (17,275)  

除所得稅前溢利 8 384,654 171,489
所得稅開支 9 (109,072) (45,004)  

年內溢利 275,582 12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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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8) (4,184)  

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270,394 122,301  

以下各項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66,081 125,276
－非控股權益 9,501 1,209  

275,582 126,485  

以下各項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60,893 121,092
－非控股權益 9,501 1,209  

270,394 122,301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11 42.9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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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12月31日

於12月31日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1,014,656 1,110,279

投資物業 13,979 14,828

使用權資產 115,846 117,43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非上市股權投資 40 40

設備及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15 3,657 8,405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48,178 1,250,982  

流動資產
存貨 13 139,247 82,417

貿易應收款項 14 17,741 8,491

應收票據 100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110,202 50,058

現金及銀行結餘 425,061 367,104  

流動資產總額 692,351 50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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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2月31日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6 54,380 62,923

遞延收入 826 2,444

合約負債 4 70,810 64,8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7 87,846 58,044

租賃負債 77 245

銀行貸款 18 96,000 281,000

應付所得稅 12,617 10,088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一名非控股股東款項 40 40  

流動負債總額 322,596 479,598  

流動資產淨額 369,755 28,47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8 – 10,000

租賃負債 28,211 28,154

遞延收入 3,995 4,820

遞延稅項負債 6,716 2,404  

非流動負債總額 38,922 45,378  

資產淨額 1,479,011 1,234,0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 392 392

儲備 1,465,565 1,230,51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1,465,957 1,230,907

非控股權益 13,054 3,169  

股權總額 1,479,011 1,23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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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東光化工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3年7月23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 22章《公司法》（1961年
第3號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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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1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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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會計政策編製，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包括仍然有效之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批准的所有準
則及詮釋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批准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會計解釋常務委
員會詮釋。

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非上市股權投資按公
平值計量。

COVID-19疫情爆發（「爆發」）於2021年急劇發展，並嚴重影響全球各行各業的實體及經濟活
動。儘管若干行業受到更為直接及顯著的干擾，惟於本報告期內，其對中國的尿素及其他化
工產品生產及銷售的影響相對較為輕微。然而，隨著爆發的不斷演變，目前要預測其對業務
及經濟的全面影響程度及持續時間有一定難度。管理層已評估COVID-19對本集團上下的影
響，截至本公告日期，並無發現COVID-19在任何方面對本集團於2021年12月31日的財務表
現或狀況造成任何直接及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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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a)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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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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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
無重大影響。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COVID-19相關租金寬免外，本集團
尚未提早應用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獲授租金寬免，故提前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修訂本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以下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的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均已頒佈但尚未
生效，且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本集團目前擬於該等變動生效日期予以採用。

•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3

•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修訂本，會計政策披露 3

• 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會計估計的定義 3

•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產生自單一交易的資產及負債遞延稅項 3

•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於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1

•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1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概念框架的提述 2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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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的年度改進 1

1 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對收購日期為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度期間開始當日或之後的業

務合併生效。
3 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該等修訂本須前瞻性地應用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發生之資產出售

或注資。

本公司董事預計日後應用有關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財務報表造成
任何影響，惟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除外。

就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修訂本，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而言，本公司董事現正
評估應用有關修訂可能對本集團就釐定合約是否屬虧損性以及計量就已確認虧損性
合約所作撥備的會計政策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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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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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主要地理市場
－中國 2,880,934 1,956,044  

主要產品
－銷售尿素 2,281,685 1,659,912

－銷售甲醇 159,577 97,851

－銷售液氨 82,922 65,425

－銷售二氧化碳 42,829 63,029

－銷售液化天然氣 31,417 16,412

－銷售複合肥 20,209 18,560

－銷售車用尿素溶液 262,295 34,855  

客戶合約的總收入 2,880,934 1,956,044  

收入確認時間
－在某一時間點 2,880,934 1,956,044  

其他收入呈列如下：
廢料銷售 227 (405)

政府補助 3,344 4,480

銀行利息收入 5,373 1,296

租金收入 47 56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虧損）／收益 (3,141) 6,75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入 398 –

保險賠償退款 711 –

其他 148 (16)  

7,107 12,681  
總收入及其他收入 2,888,041 1,96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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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來自客戶合約之合約負債之資料。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銷售貨品的合約負債 70,810 64,814  

合約負債主要與向客戶收取的預付代價有關。合約負債人民幣64,814,000元（2020年：人民幣
44,654,000元）已於貨品出售的年度內履行履約責任時確認為收入。

5.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匯兌收入 3,465 1,8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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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財務資料乃彼等決定分配資源至本集團各業務組成部分及檢討該等組成部分表現的基
準。僅有一個業務組成部分須向執行董事作內部呈報，即生產及銷售尿素。本集團之資產及
資本開支主要歸屬於該業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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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關以下項目之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16,045 16,968

租賃負債 1,973 1,967  

18,018 18,935

減：資本化金額（附註） (580) (1,660)  

17,438 17,275  

附註： 年內資本化之借貸成本人民幣580,000元（2020年：人民幣1,660,000元）乃源自一般借貸
組合，按適用於合資格資產開支之資本化比率4%（2020年：4%）計算。兩年內概無就收
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獲授的特定借貸而產生的借貸成本已被資本化。

8.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以下各項達致：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核數師酬金 1,388 1,343

確認為開支之已售存貨成本 2,422,121 1,721,39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8,718 159,459

投資物業折舊 849 753

使用權資產攤銷 2,991 2,808

短期租賃款項 210 243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 17,520 1,692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56,682 52,434

－酌情花紅 31,845 19,94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6,594 11,395

－員工褔利及其他褔利 16,370 17,746

121,491 10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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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
即期稅項 101,934 42,378

股息之預扣稅 2,826 3,800

遞延稅項
於年內扣除╱（計入） 4,312 (1,174)  

109,072 45,004  

本集團須就於本集團成員公司註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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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期間本集
團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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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5%）之法定稅率計算。

10. 股息及分派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2021年5月28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港仙（合共31,047,200港元）已於2021年6月18日派付
予於2021年6月7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全體股東。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港仙（2020年：5港仙），
總計 62,094,400港元（2020年：31,047,200港元），惟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建議股息並無於此等財務報表中反映為應付股息，惟將於截至2022

年12月31日止年度反映為保留盈利的撥付。末期股息按報告期末的匯率由港元轉換為人民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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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各項數據計算：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266,081 12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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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概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因此並無列示每股攤薄
盈利。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減值虧損。截至2021年12

月31日止年度，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約為人民幣71,139,000元（2020年：人民幣163,877,000

元），出售附屬公司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8,044,000元，而賬面值為人民幣零元（2020年：
人民幣 9,399,000元）的樓宇獲轉撥至投資物業。截至2021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錄
得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存貨

於
2021年

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82,265 70,624

製成品 53,799 8,185

部件及零件 3,183 3,608  

139,247 8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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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收款項

於
2021年

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7,741 8,491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基於發票日期）如下：

於
2021年

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17,741 8,491  

於2021年12月31日，計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的應收賬款並無逾期。

1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2021年

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可收回稅款 58,834 32,308
公用設施預付款項 3,151 12,000
設備預付款項 3,657 610
收購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 7,795
煤炭供應商預付款項 61,079 1,212
預付僱員款項 573 965
其他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085 5,265  

131,379 60,155
減：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17,520) (1,692)  

113,859 5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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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列為：

於
2021年

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部分 110,202 50,058
非即期部分 3,657 8,405  

113,859 58,46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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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32,958 25,682

91至180日 591 3,043

181至365日 1,758 652

超過365日 19,073 33,546  

54,380 62,923  

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於
2021年

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計費用 17,090 12,200

其他應付款項（附註） 70,756 45,844  

87,846 58,044  

附註： 其他應付款項主要指公用事業應付款項以及就改良廠房、替換設備及維修與保養向
建造及製造設備公司支付的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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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銀行貸款

於
2021年

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計息
有抵押
－短期銀行貸款（附註 (i)） 76,000 191,000

無抵押
－短期銀行貸款 20,000 90,000  

96,000 281,000  

非即期
計息
有抵押
－長期銀行貸款（附註 (i)） – 10,000  

96,000 291,000  

於報告期末，即期及非即期銀行貸款總額按計劃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於
2021年

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96,000 281,000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 10,000  

96,000 291,000  

附註：

(i)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有抵押短期銀行貸款由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
及租賃土地作抵押。於 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有抵押短期銀行貸款及長期銀行貸
款由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租賃土地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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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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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日及2021年12月31日
每股面值0.0001美元的普通股 500,000,000 50,000,000 340,499   

已發行股本：
於2020年1 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月1日及2021年12月31日 620,944 62,094 392   

20.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1,227 1,28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5 16  

已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總額 1,242 1,296  

21. 資本承擔

於
2021年

12月31日

於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租賃土地之承擔：
－已訂約但未撥備 18,161 3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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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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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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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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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的影響概述如下：

於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出售非控股權益賬面值 (94)

自非控股權益收取代價 - 

股權中視作出售收益 (94) 

於2021年9月12日，本集團出售新疆新冀餘下的 51%股權。於出售日期，新疆新冀之資產淨
值如下：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8,044

使用權資產 6,840

設備及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7,79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14

現金及銀行結餘 152,896

貿易應付款項 (28)

應付所得稅 (371) 

出售之資產淨值 175,690

非控股權益 (86,08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入 398 

現金代價總額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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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出售其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入淨額分析如下：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代價總額 90,000

來自一間附屬公司股東的注資 86,472

已出售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2,896) 

23,576 

23. 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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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報告期後事項

報告期末後概無發生其他重大事項須作出額外披露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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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概覽

於2021年，隨著全球經濟從COVID-19疫情爆發（「疫情爆發」）中逐漸復甦，相關行
業對尿素及化工產品需求上升。全球供應鏈亦已因各種原因而受限，影響國外尿
素及化肥的產能，使國內化肥及化工產品需求增加。同時，國內糧食價格上漲，
農戶積極耕作，亦令化肥需求上升。另一方面，國際市場能源價格暴漲，而國內
能源煤炭供需持續緊張，使作為生產尿素產品的主要原材料的煤炭價格上漲，尿
素價格亦錄得新高。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溢利錄得上升，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26.5

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49.1百萬元或117.9%至報告期間約人民幣275.6百萬元，主
要由於本集團總體毛利及毛利率增加。本集團毛利上升約人民幣 224.2百萬元或
95.5%，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34.6百萬元增加至報告期間約人
民幣458.8百萬元。

本集團收入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956.0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924.9百萬元或47.3%至報告期間約人民幣2,880.9百萬元，主要由於尿素產品平均
售價上升。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尿素產品平均售價約每噸人民幣2,022元，較2020

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每噸人民幣1,495元上升約35.3%。由於報告期間收入上升，
以及收入百分比增幅高於銷售成本百分比增幅，本集團毛利及毛利率亦於報告期
間有所上升。

本集團一直秉承創新發展理念，積極開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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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強勁，持續帶動報告期間收入
上升。本集團來自銷售車用尿素溶液的收入，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
民幣34.9百萬元，上升約人民幣227.4百萬元或652.5%至報告期間約人民幣262.3百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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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及財務回顧

按產品劃分的收入

截至
202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20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百分比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尿素 2,281,685 1,659,912 37.5%

車用尿素溶液 262,295 34,855 652.5%

甲醇 159,577 97,851 63.1%

其他產品 177,377 163,426 8.5%  

合計 2,880,934 1,956,044 47.3%  

尿素

於報告期間，尿素所得收入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1,659.9百萬
元增加約人民幣621.8百萬元或37.5%至約人民幣2,281.7百萬元，原因為本集團之
尿素的平均售價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每噸人民幣1,495元上升約每
噸人民幣 527元或35.3%至報告期間的約每噸人民幣2,022元。

車用尿素溶液

於報告期間，車用尿素溶液所得收入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34.9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27.4百萬元或652.5%至約人民幣262.3百萬元，主要原因
為本集團之車用尿素溶液產品於報告期間的銷售量及平均售價俱升所致。本集團
之車用尿素溶液產品的平均售價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每噸人民幣
1,197元上升約每噸人民幣333元或27.8%至報告期間的約每噸人民幣1,5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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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

於報告期間，甲醇所得收入由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 97.9百萬元
增加約人民幣61.7百萬元或 63.1%至約人民幣159.6百萬元，原因為本集團之甲醇
的平均售價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每噸人民幣1,236元上升約每噸人
民幣576元或 46.6%至報告期間的約每噸人民幣1,812元。

其他產品

其他產品包括二氧化碳、液氨、複合肥及液化天然氣。來自其他產品的收入由截
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63.4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4.0百萬元或8.5%至
報告期間約人民幣177.4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之液氨及液化天然氣產品的收入
於報告期間增加所致。液氨的收入增加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之液氨產品的
平均售價上升；而液化天然氣的收入增加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銷售量及平均售價
俱升。

銷售成本

本集團之銷售成本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1,721.4百萬元增加約
人民幣700.7百萬元或40.7%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2,422.1百萬元，主要由於報告
期間原材料成本︑勞工成本及電力成本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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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2021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尿素 393,212 17.2 195,047 11.8 198,165 101.6

車用尿素溶液 32,657 12.5 5,061 14.5 27,596 545.3

甲醇 (36,190) (22.7) (34,579) (35.3) (1,611) (4.7)

其他產品 69,134 39.0 69,120 42.3 14 –   

合計 458,813 15.9 234,649 12.0 224,164 95.5   

本集團之毛利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234.6百萬元增加約人民
幣224.2百萬元或95.5%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458.8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之尿
素及車用尿素溶液產品的平均售價因國內化肥及化工產品需求增加及諸如原材
料成本等生產成本上升而有所上升，令本集團之收入增加。同時，於報告期間本
集團之銷售成本主要因原材料成本上升而有所上升。由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之收入
增加，且收入百分比增幅高於銷售成本百分比的增幅，故本集團之毛利率由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2.0%增加至報告期間約15.9%。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12.7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5.6百
萬元或44.0%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7.1百萬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錄得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虧損（即來自買賣尿素期貨合約的投資虧損）及政府補助收
入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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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淨額

於報告期間，其他收入淨額錄得約人民幣3.5百萬元（2020年：其他收入約人民幣
1.8百萬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匯兌收益增加。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57.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6.8百
萬元或11.9%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64.0百萬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員工薪酬及福
利以及其他應收款項撥備增加。該增幅部份被報告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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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銷開支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3.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0.1百
萬元或4.0%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3.3百萬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員工薪酬及福
利上升所致。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17.3百萬元上升約人民幣0.1百
萬元或0.9%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17.4百萬元，變動不大。

稅項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45.0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64.1

百萬元或142.4%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109.1百萬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除稅前溢
利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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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溢利

年內溢利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126.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49.1

百萬元或117.9%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275.6百萬元。此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毛利
及毛利率上升，如上文所述。報告期間的溢利增加由其他收入減少約人民幣5.6百
萬元、行政開支增加約人民幣6.8百萬元及所得稅開支增加人民幣64.1百萬元所部
分抵銷。

資本架構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淨資產約人民幣 1,479.0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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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8.2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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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4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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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百萬元
（於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367.1百萬元）。此外，存貨約人民幣139.2百萬元（於
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82.4百萬元）以及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約人
民幣110.2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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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錄得流動資產淨額狀況約人民幣369.8百萬元（於 2020年
12月31日：流動資產淨額約人民幣28.5百萬元）。主要流動負債包括貿易應付款項
約人民幣54.4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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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58.0百萬元）、合約負
債約人民幣70.8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64.8百萬元）以及計息銀行借
貸即期部分約人民幣96.0百萬元（於 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81.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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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425.1百萬元（於2020年
12月31日：約人民幣367.1百萬元），並擁有計息銀行借貸總額約人民幣96.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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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乎3.70%

至4.70%（於2020年12月31日：3.70%至5.20%）的年利率計息。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須於一年內償還的即期銀行借貸總額約為人民幣 96.0

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須於一年內及一年後償還者分別約為人民幣 281.0百
萬元及人民幣10.0百萬元）。

本集團於 2021年12月31日的負債比率為6.5%（於 2020年12月31日：23.6%），按銀行
借貸約人民幣 96.0百萬元（於2020年 12月31日：約人民幣291.0百萬元）及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股權約人民幣1,466.0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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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的財政資源償還其日後債項及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及未來業務擴充。

前景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22年經濟工作將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民以
食為天，農產品安全是「穩」的基石。多地政府陸續出台確保糧食安全、保供穩價
等相關文件，將尿素的重要性再次提升至新高度，因而進一步刺激尿素需求。另
外，基於「十四五」佈局下之工業化需求，國內新基建的陸續開展及受疫情爆發影
響的海外經濟恢復，尿素的工業需求有望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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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2年，隨著疫情爆發影響逐漸減弱，國家「雙碳」目標明確，糧食供應需求
加大，綠色工廠正成為產業未來發展重點方向，尿素行業整體也將處於穩定、健
康、有序的發展階段。本集團將會持續把握行業脈搏，尋求發展機遇。在保護環
境的同時增加經濟效益，不斷提升本集團的核心競爭力和風險抵禦能力，實現長
遠未來發展。

最後，本集團謹藉此機會誠摯感謝本公司各位股東、本集團管理層、員工及所有
客戶，以及關心支援本集團發展的朋友們。過去一年，本集團所有員工努力不懈，
以求在複雜的市場狀況中，改善本集團的業務與管理。本集團將秉承「發展企業、
創造價值、富裕員工、奉獻社會」的發展理念，致力為社會帶來更大的價值，為股
東創造更豐厚的回報，實現本集團更宏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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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的銀行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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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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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百萬元（於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30.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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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21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有抵押短期銀行貸款由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
備以及租賃土地作抵押。於2020年 12月31日，本集團的有抵押短期銀行貸款及長
期銀行貸款由本集團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租賃土地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2021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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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本集團共聘用1,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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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員工
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約為人民幣121.5百萬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人民幣
101.5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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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後事項

由報告期完結後至本公告日期，概無發生任何可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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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9月12日之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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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東光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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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新疆新冀之股東）以及新疆新冀訂立有條件股權轉讓協議，據
此，杭州錦江已同意收購河北東光於新疆新冀之51%全部股權（「出售事項」）。出
售事項之代價為人民幣90百萬元。出售事項已於2021年9月27日完成。

除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間，概無其他有關本公司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
購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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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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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末期股息

董 事 會 建 議 就 截 至 2021年12月31日 止 年 度 派 付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普 通 股 10港 仙
（2020年：5港仙），總計約62.1百萬港元（2020年：31.0百萬港元）（「建議末期股息」），
惟須經本公司股東將於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舉行的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建議末期股息預期將於2022年6月10

日（星期五）派付予於2022年6月6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全體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至2022年5月27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以釐定出席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權利。為
符合資格出席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本公司股份的未登記持有人應
確保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不遲於2022年5月23日（星期一）下午四時
三十分提交予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待於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通過批准宣派建議末期股息的決議案後，本公司亦將由
2022年6月2日（星期四）至2022年6月6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以釐定獲派建議末期股息的權利。為符合資格獲派建議末期股息（須待股
東於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本公司股份的未登記持有人應確保
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不遲於2022年6月1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
提交予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如上文所述），
以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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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審核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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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本公司的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就本公告中所載本集團截
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
附註所列數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列載數額核對一致。香港
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
因此，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未對本公告發表任何核證意見。

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
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董事會已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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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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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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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末期業績公告及年度報告

本 末 期 業 績 公 告 乃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www.hkex.com.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dg-chemical.com。根據上市規則，報告期間的年度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並將於適當時候刊登於上述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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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治河先生、孫祖善先生及徐希江先生；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為陳繼敏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秀香女士、劉金成先
生及吳世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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