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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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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ONGYUE GROUP LIMITED
東 岳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189）

2013年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除另有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截至 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收益 3,196 3,637

毛利額 512 987

毛利率 16.02% 27.13%

除稅前溢利 245 664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190 434

股東期內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212 433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10 0.20

  

 於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權益總額 5,234 5,227

每股資產淨值（人民幣元） 2.47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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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 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195,844 3,636,987

銷售成本  (2,684,017) (2,650,160)
   

   
毛利  511,827 986,827

其他收入 4 94,563 59,222

分銷及銷售開支  (118,368) (99,713)

行政開支  (149,143) (192,444)

研究及開發開支  (30,072) (20,794)

融資成本  (63,477) (68,941)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168 (27)
   

   
除稅前溢利  245,498 664,130

所得稅開支 5 (55,159) (229,754)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6 190,339 434,376
   

   
下列各方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11,711 432,675

非控股股東權益  (21,372) 1,701
   

   
  190,339 434,376
   

   
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0.1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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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3年 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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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及設備  4,498,196 4,121,444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53,390 48,488

預付土地租金  91,117 495

預付租金  481,898 379,533

無形資產  184,581 84,475

所佔聯營公司權益  16,761 1,593

可供出售投資  118,178 118,178

遞延稅項資產  154,330 116,221

商譽  85,894 1,354
   

   
  5,684,345 4,871,781
   

流動資產
存貨  595,256 524,926

作出售用途之在建物業  401,701 372,884

預付租金  12,433 10,90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108,940 894,191

委託貸款  701,000 400,0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88,582 20,570

銀行結餘及現金  834,348 1,682,728
   

   
  3,742,260 3,906,20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733,818 1,325,490

借貸  708,557 774,302

稅項負債  37,475 63,063

遞延收入  11,381 8,256
   

   
  2,491,231 2,171,111
   

   
流動資產淨額  1,251,029 1,735,09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935,374 6,606,878
   



4

  於2013年 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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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1,037 201,111

儲備  4,785,469 4,747,2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986,506 4,948,315

非控股股東權益  247,279 278,543
   

   
總權益  5,233,785 5,226,85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233,807 199,613

遞延稅項負債  43,566 42,611

借貸  1,424,216 1,137,796
   

   
  1,701,589 1,380,020
   

   
  6,935,374 6,60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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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
   購股權 合併 股本 法定盈餘 保留  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盈利 總計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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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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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1日結餘
 （經審核） 201,111 1,238,838 127,778 (32,210) 101,098 497,046 2,649,427 4,783,088 292,208 5,075,296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432,675 432,675 1,701 434,376

非控股股東權益出資 — — — — — — — — 9,800 9,800

已派付非控股股東
 權益股息 — — — — — — — — (17,472) (17,472)

已付股息 — — — — — — (690,876) (690,876) — (690,876)

確認股權結算之
 以股份支付款項 — — 91,402 — — — — 91,402 — 91,402
          

2012年6月30日結餘
 （未經審核） 201,111 1,238,838 219,180 (32,210) 101,098 497,046 2,391,226 4,616,289 286,237 4,902,526
          

2013年1月1日結餘
 （經審核） 201,111 1,238,838 270,825 (32,210) 101,098 627,139 2,541,514 4,948,315 278,543 5,226,858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211,711 211,711 (21,372) 190,339

已派付非控股股東          

 權益股息 — — — — — — — — (9,892) (9,892)

已付股息 — — — — — — (219,428) (219,428) — (219,428)

確認股權結算之          

 以股份支付款項 — — 48,099 — — — — 48,099 — 48,099

已購回股份 (74) (2,117) — — — — — (2,191) — (2,191)
          

2013年6月30日結餘
 （未經審核） 201,037 1,236,721 318,924 (32,210) 101,098 627,139 2,533,797 4,986,506 247,279 5,23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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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 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 2012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92,017 1,040,319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已收利息 49,579 46,957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311,111) (289,810)

預付預付租金 (169,212) (65,733)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 (37,672)

向第三方提供委託貸款 (626,000) (230,000)

第三方償還委託貸款 325,000 53,000

向一家聯營公司額外出資之現金流出 — (490)

向一家聯營公司注資之現金流出 (15,000) —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之現金流出淨額 (445,894) —
存放已抵押銀行存款 (77,212) (51,335)

提取已抵押銀行存款 65,700 8,50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 1,298 104

購買無形資產 (4,059) (24)
   

  
 (1,206,911) (566,503)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借貸所得款項 740,000 520,513

償還借貸 (641,975) (690,280)

非控股股東權益出資 — 9,800

支付購回股份款項 (2,191) —
已付股息 (219,428) (690,876)

已派付非控股股東權益股息 (9,892) (17,472)
  

  
 (133,486) (868,31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淨額 (848,380) (394,499)

於1月1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682,728 1,509,280
  

  
於6月30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834,348 1,11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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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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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而成。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 2012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貫徹一致。

在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其他實體權益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其他實體權益披露：過渡性指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的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呈列；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及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期的剝除成本。

有關綜合賬目、共同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第11號、第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經修
訂），連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第11號及第 12號有關過渡指性引的修訂本。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經
修訂）僅為獨立財務報表進行會計處理，故不適用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對本集
團的影響載列如下。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的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處理綜合財務報表的部份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及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特殊目的實體。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變更了控制的定義，當投資者在 ( a )其可對
被投資方行使權力；( b )其自參與被投資方的業務獲得或有權獲得可變回報；及 ( c )有能力使用其權力影響投資者回
報金額時方擁有對被投資方的控制權。該等三項標準須同時滿足，投資者方擁有對被投資方的控制權。控制於早前
定義為有權規管實體之財務及經營政策以從其業務中獲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已加入額外指引，以解釋投資
者在何時視為控制被投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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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評估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後得出結論，本集團擁有對被投資方的控制權，於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前將之綜合至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因此，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對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呈報金額並
無重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呈列的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1 號（修訂本）為全面收入表引入新的術語。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 號（修訂本），全面收入表更名為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以及收入表更名為損益表。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保留於一個單一報表或兩個獨立但連
續報表呈列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入的選擇權。然而，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要求須於其他全面收入部分作出額
外披露，將其他全面收入項目分為兩類：( a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項目；及 ( b )其後在滿足特定條件後可
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項目。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配-該等修訂並無改變以除稅前或除稅後溢利
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選擇權。該等修訂已追溯應用，故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已予修改以反映該等改變。

在本中期期間應用以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無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的賬目及╱或於該等簡明綜合財
務表之披露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呈報及經營分部的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二氯甲烷、
     聚氯乙烯
    核證減 （「PVC」） 呈報及經營
 製冷劑 高分子材料 有機硅 排量（「CER」） 及燒鹼 分部總額 其他業務 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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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銷售 1,004,103 984,190 659,336 48,554 428,579 3,124,762 71,082 — 3,195,844
分部間的銷售 468,957 — 2,816 — 26,640 498,413 206,827 (705,240) —
         

總收益 — 分部收益 1,473,060 984,190 662,152 48,554 455,219 3,623,175 277,909 (705,240) 3,195,844
         

分部業績 25,091 295,890 23,250 49,047 (36,221) 357,057 2,416 — 359,473
        

分部業績與期內綜合除稅前溢利的對賬如下：

未分配企業開支 (55,968)
未分配其他收入 5,302
融資成本 (63,477)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168
 

除稅前溢利 24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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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二氯甲烷、
     PVC 呈報及經營
 製冷劑 高分子材料 有機硅 CER 及燒鹼 分部總額 其他業務 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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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銷售 1,354,868 1,034,700 558,010 106,273 556,466 3,610,317 26,670 — 3,636,987

分部間的銷售 655,555 — 2,427 — 50,098 708,080 198,443 (906,523) —
         

總收益 — 分部收益 2,010,423 1,034,700 560,437 106,273 606,564 4,318,397 225,113 (906,523) 3,636,987
         

分部業績 271,873 497,352 (41,638) 77,827 52,449 857,863 (26,462) — 831,401
        

分部業績與期內綜合除稅前溢利的對賬如下：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1,151)

未分配其他收入 2,848

融資成本 (68,941)

所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27)
 

除稅前溢利 664,130
 

呈報及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業績指在並無分配未分配其他收入（僅指可供出售投資之
股息收入）、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酬、所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及融資成本下，各分部的業績。此乃向總營運決策
人呈報資料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措施。由於資產及負債的分部資料並非向總營運決策人呈報作為分配資源及
評估表現的基準，故並無呈列等資料。

分部間的銷售乃按現行市價計算。

4. 其他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貼 8,330 5,694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5,595 8,406

委託貸款利息收入 43,984 38,551

來自可供出售投資的股息收入 5,302 2,848

其他（附註） 31,352 3,723
  

 94,563 59,222
  

附註： 包括根據本集團與一家獨立第三方訂立的合約協議應收山東東岳HFC–23分解項目（「CDM項目」）獨立第三方
賠償款項約人民幣24,869,000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乃因其未能根據協議所述履行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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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中國企業所得稅 (81,844) (202,934)

遞延稅項：
 — 中國附屬公司可分派溢利的預扣稅 (6,351) (13,307)

 — 其他 33,036 (13,513)
  

 26,685 (26,820)
  

所得稅開支總額 (55,159) (229,754)
  

附註： 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發出財稅字 [2008]第1號文件，中國實體自2008年1月1日起所產生溢利當中的可
分派股息部份，須根據外資投資企業和國外企業所得稅法第3及第27章以及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
實施細則第91章只規定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6.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684,017 2,650,160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07,982 272,025

撥回預付租金 6,001 5,276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3,546 427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144 62

匯兌虧損淨額 6,535 1,632
  

7. 股息

在本中期期間，已向本公司擁有人宣派及派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130港元（2011年：截
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400港元）。在本中期期間已宣派及支付的末期股息總額為275,672,000

港元，相當於人民幣219,428,000元（2011年：848,221,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690,876,000元）。

董事決定不就截至2013年及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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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每股基本盈利及攤薄盈利而言盈利 211,711 432,675
  

 股份數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120,525 2,120,552
  

由於截至2012年及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該等於2011年6月1日授出的尚未行使購股權的相應行使價高於股份
平均市價，故計算截至2012年及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該等購股權行使。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13年 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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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賬款 1,007,536 798,764

減：呆賬撥備 (8,334) (8,304)
  

 999,202 790,460

原材料預付款項 69,170 59,230

應收增值稅 20,246 34,096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322 10,405
  

 1,108,940 894,191
  

應收賬款包括應收票據人民幣461,689,000元（2012年12月31日：人民幣453,3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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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給予客戶之應收賬款信貸期一般為少於 90日，應收票據一般為90日內或180日內到期。根據報告期末發票日
期（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若），應收賬款（扣除呆壞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於2013年 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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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日內 629,687 582,142

91日至180日 350,172 192,914

181日至365日 19,343 15,404
  

 999,202 790,460
  

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13年 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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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賬款 954,962 590,809

預收客戶款項 89,967 60,254

應付職工薪酬 257,382 288,288

CDM項目應付款項（附註 a） 26,764 146,047

物業、機器及設備應付款項 147,407 148,476

其他應付稅項 19,787 17,211

與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有關的應付代扣個人所得稅（附註b） 104,400 —
已收取之按金 69,762 —
其他應付及應計款 63,387 74,405
  

總計 1,733,818 1,325,490
  

附註：

a) 根據中國相關法規，CDM項目的65%所得款項乃屬於中國政府所有，本集團已代表中國政府收取該部分。

b) 根據中國個人所得稅，該金額指本集團有義務預扣 20%所得稅，該稅項乃因股權轉讓而對山東華夏神舟新材料
有限公司（「華夏神舟」）個人股東徵收。

應付賬款包括為數人民幣309,552,000元的應付票據（2012年12月31日：人民幣30,730,000元）。應付票據由本集團
的已抵押銀行存款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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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於2013年 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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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內 606,749 423,757

31日至90日 125,055 70,257

91日至180日 185,953 62,326

181日至365日 21,349 15,724

1至2年 4,746 8,678

超過2年 11,110 10,067
  

 954,962 590,809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2013年上半年，雖然美國經濟呈現復蘇跡象，但是歐洲及全球其他地區的經濟形勢依舊不明朗，國
內經濟增速也持續下滑，整體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氟化工產品價格在上半年繼續探底，市場需求低
迷，整個氟化工行業處於低谷期。因此上半年東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的經營較為困難，但憑藉在科研、創新、品牌、規模等方面的明顯優勢，在此不利局面下本
集團依然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

一、 產品銷量和市場佔有率繼續提升。雖然受到價格下跌的影響，2013年上半年收入不如去年同
期，但本集團的主要產品如製冷劑、高分子材料及有機硅等產品的銷量均較去年同期有所增
長，進一步擴大了市場份額。

二、 產品種類更加豐富，產品結構更加優化。上半年通過自主研發，本集團推出了屬於有機硅業務
下的含氫硅油、DMC線性體、及屬於高分子材料業務下的改性分散樹脂和乳液等共計 20個新
產品；通過本集團對華夏神舟的收購，增加了屬於高分子材料業務下的聚全氟乙丙烯、聚偏氟
乙烯、氟橡膠等新產品；擴大了聚四氟乙烯、有機硅單體、氣相白炭黑、107硅橡膠等產品的產
能，競爭優勢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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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術實力不斷增強，工藝管理水準進一步提高。本集團在 2013年上半年完成了 23個技改及節能
減排專案，其中 9個項目已穩定運行 2個月以上。值得一提的是本集團下的有機硅業務通過技術
改造和產品升級，徹底擺脫了去年的虧損局面，2013年上半年整體保持盈利。

四、 品牌形象進一步提升，社會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制定實施“品質服務大走訪”行動，把“保利潤、
保份額、保品牌”三保激勵辦法落到實處，全面實現“三零”承諾，提升本集團市場信譽形象。全
國工商聯主席及山東省及其他省市領導對本公司的發展理念和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度認可和讚揚。

未來展望

未來經濟形勢依舊“霧霾重重”，而氟化工行業自從景氣高點後已經歷了持續一年半的寒潮期，再加
上這兩年新增產能的不斷釋放，整個行業存在著轉型升級的迫切壓力，這對本集團未來的經營是巨
大的挑戰。

然而本集團以創新轉調，練強內功為經營思路，通過新技術、新產品、新項目來幫助本集團向高端
領域發展，以優良的品質和技術服務搶佔市場，積極應對市場變化，直面競爭，贏得主動。2013年
下半年，本集團將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一、 突出技術領先戰略。把現有產品做精、做專、做深、做透，集中力量在替代進口、下游加工、
高端研發、引進人才、尋求合作等方面取得實效，並進一步完善新產品研發的激勵機制。

二、 強化品質管制，提升市場份額。加強設備管理及先進設備的引進，加強工藝控制和副產物管
理，用產品品質優勢和技術服務優勢贏得市場。

三、 扎實推進項目建設。抓住低成本建設有利時機，進一步優化本集團產品結構，不失時機提升本
集團規模實力，確保行業地位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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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做好政策研究爭取工作。在用地、電力、節能減排、戰略性投資產業等方面用心研究、緊抓不
放、創造政策效益。

五、 穩步推進“東岳國際”項目建設。“東岳國際”項目是以功能膜研發中心為核心，高端住宅和公共
建設配套的綜合項目，在嚴格把控品質的前提下，保證項目進度。及

六、 狠抓安全環保工作。確保各項環保指標達到標準，確保無重大安全事故發生。

氟硅材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優良性能，廣泛的應用空間，再加上新的應用領域還在不斷發現，氟硅行
業未來還具有十分廣闊的發展潛力。本集團作為氟化工行業的龍頭企業，一直佔據著領導地位，而
本集團的有機硅業務通過技術進步和新產品開發，2013年上半年實現了扭虧為盈，未來有望成為一
個新的利潤增長點。本公司管理層對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也將繼續以積極的態度穩健經營，在多
變的環境中抓住機遇，為股東帶來長期、穩定的回報。

財務回顧

業績摘要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人民幣約3,195,844,000元的收益，較去年同期人民幣
3,636,987,000元下降 12.13%。毛利率下降至 16.02%(2012年同期：27.13%)，綜合分部溢利率 *為
11.25%(2012年同期：22.86%)。經營溢利率為9.66%(2012年同期：20.16%)。倘不計及CER分部及授
予職工及董事購股權開支，本集團經營溢利率為9.78%(2012年同期：21.15%)。期內，本集團錄得除
稅前溢利約人民幣245,498,000元(2012年同期：人民幣664,130,000元）及純利約人民幣190,339,000元
(2012年同期：人民幣434,376,000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約為人民幣211,711,000元(2012

年同期：人民幣432,675,000元）。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10元 (2012年同期：人民幣0.20元）。本集
團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外部核數師審閱。

* 綜合分部業績÷收益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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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呈報及經營分部分類的收益
及業績的比較載列如下：

 截至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截至201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經營   經營
呈報及經營分部 收益 業績 溢利率  收益 業績 溢利率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製冷劑 1,473,060 25,091 1.70% 2,010,423 271,873 13.52%

高分子材料 984,190 295,890 30.06% 1,034,700 497,352 48.07%

有機硅 662,152 23,250 3.51% 560,437 (41,638) -7.43%

CER 48,554 49,047 101.02% 106,273 77,827 73.23%

二氯甲烷、PVC及燒鹼 455,219 (36,221) -7.96% 606,564 52,449 8.65%

其他 277,909 2,416 0.87% 225,113 (26,462) -11.75%
      

 3,901,084 359,473 9.21% 4,543,510 831,401 18.30%

減：分部間的銷售 (705,240) — — (906,523) — —
      

綜合 3,195,844 359,473 11.25% 3,636,987 831,401 22.86%
      

收益及經營業績分析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由於國內外經濟環境低迷，美國的經濟復甦進程脆弱，加上歐洲債務
危機，氟化工行業的前景存在不確定因素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內經濟增長放緩，氟化工
行業因氟化工產品需求及售價下降而受到不利影響。該等不利市場情緒於本回顧期內仍未好轉。此
外，行業內競爭對手產能增加導致氟化工產品供應增加，從而令事態進一步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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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不利的市場環境下，本集團仍憑藉其垂直伸展的綜合自給價值鏈，繼續利用其市場主導地
位、強大的研發能力及廣闊的銷售網絡，從而擴大其產能、提升技術水平及優化產品組合。因此，
於本回顧期內，本集團努力按年增加整體產量及銷量。然而，本集團氟化工產品售價按年大幅下
跌，導致本集團於本回顧期內的毛利率大幅下降。儘管本集團於2013年2月完成收購華夏神舟（「收購
事項」）並於完成後開始綜合華夏神舟的財務業績，華夏神舟的貢獻未能完全減輕氟化工行業售價下
跌帶來的負面影響。儘管原材料成本同時下降，惟減幅無法減輕因本集團產品售價下跌所帶來的負
面影響，導致其利潤率普遍下降。

製冷劑

於本期間，製冷劑分部依然是本集團收益的最大貢獻者，約佔31.42%（剔除分部間銷售）。收益較去
年同期的人民幣 2,010,423,000元下降26.73至人民幣 1,473,060,000元。此分部包括製造及銷售傳統
製冷劑產品（主要為R22）及新綠色及環保製冷劑產品（主要為R32、R125、R134a、R142b、R152a及
R410a等）之收益。本集團製冷劑產品對外出售予國內外客戶，對內（主要為R22及R142b)出售予其高
分子材料業務分部。

中國的物業市場、家電產品終端市場及其他相關行業放緩均對國內製冷劑市場產生負面影響。此
外，近期經濟發展動力疲弱及產能迅速上升，導致原材料（如螢石、AHF及甲烷氯化物）價格受壓，
再加上國內外經濟不景氣，令本集團的製冷劑產品售價較去年同期進一步下跌。然而，受惠於對R22

的穩定需求及其市場領先的地位，本集團R22及若干綠色製冷劑（如R125、R142b及R410a）的銷量得
以按年錄得增長。但本集團若干製冷劑的銷量下降，如R134a、R32、R439a及R152a，此乃主要由於
汽車及家電產品市場整體疲弱以及本集團產品組合調整所致。

R22作為本集團（擁有全球最高產能）的核心製冷劑產品，是中國最為廣泛使用的製冷劑，普遍用於家
用電器。此外，R22已成為生產含氟物高分子及R125的主要原材料。R125及R32為其他類型的綠色
製冷劑（如R410a及R439a（由本集團獨自研發））的主要混合組分。於 2012年下半年，本集團增加了
R125額外產能8,000噸，有關之新增產能乃應用更先進的生產方法（PCE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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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回顧期間內，儘管國內家用電器市場降溫，本集團的R22銷量仍得以按年錄得增長，此乃主要由
於持續關閉全球相關產能引致出口量持續增加。中國政府根據蒙特利爾議定書不批准R22的新產能及
R22的廣泛應用亦令國內銷量按年錄得適度增長。此外，由於PTFE及HFP產量增加，導致本集團高
分子材料業務分部對R22的內部需求增加，因而亦令R22銷量增加。

根據蒙特利爾議定書，作為製冷劑的R22將被淘汰，由其他綠色製冷劑取代。目前，R410a及R439a

已成為兩種主要的替代製冷劑，並廣泛使用於變頻空調及其他綠色家用電器。於本回顧期間，本集
團改變策略，轉而推銷現已被市場廣泛接受的R410a。因此，本集團R439a銷量按年錄得減少。然
而，由於本集團於本回顧期內開始生產R410a且合共售出約6,600噸，R439a的銷量下跌所產生的負面
影響得以被全部減輕。R125及R410a等綠色製冷劑之銷量穩定增長顯示綠色製冷劑將於日後作為製
冷劑逐步取代R22。

R142b除可用作製冷劑、溫度控制介質及航空推進劑中間體外，亦可作為生產偏氟乙烯的主要原材料
之一，華夏神舟現時一直致力於生產該產品。收購事項可讓本集團確保R142b產品穩定及可靠來源，
且華夏神舟產量增加對R142b的需求日益漸長亦令本集團R142b的銷量於本期間按年錄得增長。

儘管該業務分部銷量增加，於 2013年上半年，因本集團所有製冷劑產品的平均售價均錄得重大跌
幅，故此分部的銷售收益較去年下跌。

製冷劑分部業績佔本集團整體分部業績的6.98%(2012年同期：32.70%)，而分部溢利率為1.70%，去
年同期則為13.52%。於2013年上半年，本集團製冷劑產品的售價顯著下跌。儘管原材料（如螢石、
AHF、甲烷氯化物、硫酸、甲醇及工業鹽等）價格大幅下降，惟減幅不足以抵銷售價下跌所帶來的全
部影響，導致此分部的溢利率普遍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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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

由於本集團綜合華夏神舟之財務業績，於2013年上半年，高分子材料分部的收益由去年同期的人民
幣1,034,700,000元僅下降4.88%至人民幣984,190,000元。高分子材料分部為本集團收益的第二大貢
獻者，佔本集團本期间綜合收益約 30.80%，連同本集團有機硅分部被視為「中國新材料工業」，擁有
巨大潛力，業務前景光明。

此分部主要包括生產及銷售PTFE（一種高度抵抗溫度轉變、絕緣、耐老化及耐化學品的合成含氟物
高分子，用作塗層物料及可進一步加工成高端精細化學品，並可廣泛應用於化學、建築、電器與電
子及汽車工業）及HFP（一種用作生產下游產品（如FEP（全聚氟乙丙烯）及FKM（氟橡胶）的精細含氟
化學品的主要原材料）的收益。於本期間，此分部進一步包括生產銷售多種下游含氟高分子精細化學
品（包括PVDF（聚偏氟乙烯）、VDF、FEP及FKM)的收益，華夏神舟已從事該業務。

視乎特定的市場要求，PTFE以懸浮中粒、懸浮細粉、分散樹脂及濃縮液的形態進行生產及銷售。
R22為TFE（一種碳氟化合物）的基本重要原材料，本集團利用TFE生產PTFE及HFP。此外，華夏神
舟一直依賴本集團提供的R22、R142b及HFP作為生產FEP、FKM及VDF（生產PVDF的主要原材料）
的原材料。

終端應用市場疲弱令國內和國際對本集團產品需求疲軟，加上原材料 (R22)的成本受壓及相關行業的
供應增加，故此分部的PTFE及HFP售價於2013年上半年按年大幅下跌，從而負面影響此分部的銷售
收益及溢利率。然而，本集團PTFE及HFP銷量均錄得增長乃歸因於 (1)TFE及PTFE（本集團於 2012

年12月進一步增加7,000噸PTFE年產能）產能增加，及 (2)推出新產品。此外，綜合華夏神舟財務業
績產生的相關正面影響能減輕部份售價下降帶來的負面影響。

此分部佔本集團整體分部業績的82.31%（2012年同期：59.82%），而分部溢利率由去年同期的48.07%

下降至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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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華夏神舟自完成收購事項起至2013年6月末止的財務業績概要，已綜合至本集團本回顧期間簡
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人民幣千元

收益－對外銷售 243,870

期內溢利 50,819

有機硅

有機硅業務分部的收益由人民幣560,437,000元上升18.15％至人民幣662,152,000元，佔本集團於本回
顧期間綜合收益的20.63%（剔除分部間的銷售）。此分部主要包括生產及銷售DMC（用作生產如硅油、
硅橡膠及硅樹脂等深加工中下游硅產品的原材料的上游有機硅中間體）、107硅橡膠、生膠及混煉膠
（深加工下游有機硅產品，而生膠為生產混煉膠的重要材料），以及其他副產品及高端中下游產品，如
氣相白炭黑、硅油及三甲基氯硅烷。有機硅有「工業味精」之稱，主要以添加劑、處理化學品、穩定
劑、潤滑劑及密封劑形式廣泛用於軍事、航空、汽車、電子、建築及其他工業，並為工業加工的重要
材料。本集團最初採用硅粉及自供的一氯甲烷生產硅單體並將硅單體進一步加工成為硅中間體（主要
為DMC），本集團將之用於生產深加工中下游產品，如硅橡膠。本集團亦能於其生產過程中生產及產
生其他副產品及高端中下游產品，如氣相白炭黑、硅油及三甲基氯硅烷。

自2012年9月開始，本集團一直採取一系列措施及相關技術改造項目意圖提升技術效率及優勢，並優
化經營廢物利用及回收。此外，有機硅之市場並未進一步惡化。因此，本集團的銷量及基本產品售價
按年錄得適當增長，如DMC、107硅橡膠、生膠及混煉膠。另外，由於氣相白炭黑年產量增加3,000

噸及本集團生產過程中實現經營效益，本集團氣相白炭黑及硅油銷量取得大幅增長。此分部銷售收益
按年錄得增長主要歸因於上述所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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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透過生產協同效應、優化廢物利用率及提高生產過程之收益率，本集團能夠顯著改善其
經營效益。因此，本集團於此業務分部之生產成本下降。加上本集團基本產品之售價適度上漲及氣
相白炭黑售價大幅度上漲，本集團於本回顧期間能扭虧為盈，錄得經營溢利人民幣23,250,000元，而
去年同期為經營虧損人民幣41,638,000元，即分部溢利率為 3.51%(2012年同期：-7.43%)。

二氯甲烷、PVC及燒鹼

此分部包括本集團製冷劑分部的兩大主要副產品（二氯甲烷及燒鹼）及本集團的PVC產品的生產及銷
售的收益。

於本期間，此分部的收益佔本集團 2013年上半年的綜合收益約 13.41%（剔除分部間的銷售），由去年
同期的人民幣606,564,000元下降24.95%至人民幣 455,219,000元。

燒鹼為本集團生產甲烷氯化物的一種基本化學副產品，應用於紡織、電力及材料行業。甲烷氯化物
包括主要用於製造抗生素及用作聚氨酯發泡形式的二氯甲烷。本集團於生產過程中毋需使用二氯甲
烷。本集團從事生產PVC（一種廣泛應用於建築行業以取代傳統建材的熱塑性聚合物）。作為生產製
冷劑產品時會產生的一種化學物（氯化氫），此乃生產PVC的基本原材料。因此，本集團PVC生產能
確保生產協同效應，並增加從自給自足的商業鏈所產生的經濟價值。

於本回顧期間，雖然PVC、燒鹼及二氯甲烷產品的銷售較去年同期保持穩定，由於製造業衰退及甲
烷氯化物市場低迷，二氯甲烷產品售價按年大幅下跌，令此分部銷售收益下降。

於本期間，因化工行業市場衰退，與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分部溢利人民幣52,449,000

元相比，此分部錄得經營虧損人民幣 36,221,000元。此分部所有產品錄得不同程度的經營虧損。然
而，本集團能夠按年減少PVC產品的經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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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

於本期間，因應本集團於2012年第三及第四季度的CDM項目，本集團出售經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認及批准合共約 3,224,000噸（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7,136,000噸）CER單位，導致本集團錄得總金額為人民幣 48,554,000元（截至 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106,273,000元）的CER收益。由於全球CER市場低迷，本集團大部分CER單位僅可以中
國政府規定的每CER單位6.5美元的最低價格出售。

於本期間，由於本集團一名CER客戶終止與本集團的CER購買協議，CER單位銷量大幅度下降，而
作為終止條件，CER客戶向本集團賠償金額4,000,000美元（相當於人民幣 24,869,000）。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登記的CDM項目已於2012年12月31日屆滿，本集團正積極磋商根據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延長相關登記。

其他

該分部包括生產及銷售本集團各經營分部其他副產品產生的收益。

於本期間，該分部的收益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225,113,000元增加23.45%至人民幣277,909,000元，佔
本集團於2013年上半年綜合收益的約2.22%（剔除分部間的銷售），而且此分部扭虧為盈，錄得經營溢
利人民幣2,416,000元，而去年同期則為經營虧損人民幣 26,462,000元。

分銷及銷售開支

期內，分銷及銷售開支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99,713,000元增加18.71%至人民幣118,368,000元。此乃
主要由於(1)本集團按年錄得銷量的增加及(2)收購事項。

行政開支

期內，行政開支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92,444,000元減少22.50%至人民幣149,143,000元。這主要是由
於職工薪酬開支（包括授予董事及職工購股權開支）減少所致。倘不計及相關購股權開支，期內的行
政開支為人民幣101,044,000元（去年同期：人民幣 101,04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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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期內，融資成本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68,941,000元減少7.93%至人民幣63,477,000元。此乃主要由於
本集團平均借貸利率下降所致。

資本性支出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資本性支出合共約為人民幣891,691,000元（截至2012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31,880,000元）。本集團使用人民幣590,000,000元收購華夏神舟的全部股權，
而資本性開支餘下款額主要用於添置固定資產，包括本集團以下擴充項目的設備及設施：(1)年1萬噸
TFE，(2)年5,000噸PTFE，及 (3)擴充生產各種其他高端中下游有機硅產品，以及本集團之技術改造
及節能減排項目。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保持穩健的財務狀況，具備健全的營運資金管理及雄厚的經營現金流量。於2013年6月30日，
本集團的權益總額達人民幣5,233,785,000元，較2012年12月31日增加0.13%。於2013年6月30日，
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達人民幣834,348,000元（2012年12月31日：人民幣1,682,728,000元）。
於本回顧期間，本集團之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流入合共人民幣 492,017,000元（截至 2012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1,040,319,000元）。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 (1)1.50（2012年12月31

日：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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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及上述各項數據，加上可動用銀行結餘及現金餘額，尚未應用之銀行備用信貸額度，往來銀行之
支持以及經營現金流量，管理層相信，本集團具備充裕資源，足以償還任何債項以及提供日常營運
及資本開支所需資金。

股本結構

本公司股本於本回顧期間並無變動。於2003年1月1日及6月30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2,120,552,455股。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總借貸金額為人民幣 2,132,773,000元（2012年12月31日：人民幣
1,912,098,000元）。本集團之負債比率 (2)為19.88%（2012年12月31日：4.20%）。

集團結構

於本回顧期間，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山東東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收購華夏神舟全部股本。華
夏神舟是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各種下游含氟物高分子精化品的業務，
涉及本集團呈報及經營分部「高分子材料」。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集團的結構概無任何變動。

附註：

(1)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2) 負債比率=債務淨額÷ 總資本

債務淨額=總借貸– 銀行結餘及現金

總資本= 債務淨額+ 權益總額

資產抵押

於 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以賬面值合共約人民幣 465,491,000元的若干物業、機器、設備及預付租
金（2012年12月31日：人民幣 751,261,000元）及以人民幣88,582,000元之銀行存款（2012年12月31

日：人民幣20,570,000元）用作本集團借貸及應付票據的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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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活動

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而大多數交易以人民幣結算。然而，自海外客戶賺取收益及向海外供
應商購買機器及設備結算時均收取╱支付外幣（主要為美元）。

本集團與一間商業銀行訂立遠期合約，以管控因進行外幣交易而產生的若干風險。為減少持有外幣
的風險，本集團經考慮不久將來的外幣付款安排後，通常會在款項收訖後隨即將外幣兌換成人民幣。

員工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共聘用6,657名僱員（2012年12月31日：5,887名）。本集團按業績及員工
表現實施薪金政策，獎金及購股權計劃。本集團亦有提供醫療保險及退休金等福利，以確保競爭力。

中期股息

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無）。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按每股價格介乎2.92港元至2.99港元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購
回合共933,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購回股份」）。購回股份之總代價約2,753,000港元已從本公司內部資
源撥付。購回股份已於2013年7月4日有效註銷。

除以上所述者外，截至2013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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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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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就截至 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任何違反標準守則的
情況作出特定查詢，而全體董事確認於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所有有關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按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成立，並訂有書面職權範圍。現時之審核委員會由丁
良輝先生（主席）、劉億先生及岳潤棟先生組成。委員會成員全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於2013年8月20日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會面，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常規和討論
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的事宜，包括對提呈董事會批准前的本集團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業績（已經由本集團的外聘核數師審閱）作出審閱。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並訂有書面職權範圍，負責考慮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酬金以及
其他相關事宜。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億先生（主席）及丁良輝先生以及執行董事張
建宏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2012年3月18日成立提名委員會，並訂有書面職權範圍，負責委任本公司新董事及其他相
關事宜。張建宏先生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的主席，丁良輝先生及劉億先生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的成
員。

企業管治委員會

董事會已成立企業管治委員會，並書面釐定其職權範圍，由2013年3月21日起生效，負責本公司的企
業管治及其他相關事宜。張建宏先生獲委任為企業管治委員會主席及劉傳奇先生及吳濤博士獲委任
為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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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香港聯交所已頒佈香港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守則於上市發行人在 2005年1月1日或其後開
始的首個財政年度生效。截至2011年12月 31日止年度，香港聯交所已對守則進行修訂（「經修訂守
則」），並於2012年4月1日生效。

除下文披露者外，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守
則及經修訂守則。

守則及經修訂守則條文A.2.1

就守則及經修訂守則條文A.2.1有下列偏離：

張建宏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影響本公司董事會與管理層兩者之
間的權力與職權的平衡。董事會由極具經驗及才幹的成員組成，並定期開會，以商討影響本公司運
作的事項。透過董事會的運作，足以確保權力與職權得到平衡。董事會相信，此架構有助於建立穩
健而一致的領導權，使本公司能夠迅速及有效地作出及實施各項決定。董事會對張先生充滿信心，
相信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之職，會有利於本公司的業務前景。

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的刊登

本中期業績公佈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dongyuechem.com及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中
期報告亦將於2013年9月底前可在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網站閱覽並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東岳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建宏

中國，2013年8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建宏先生、傅軍先生、劉傳奇先生、崔同政先生、吳濤博士及張建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丁良輝先生、劉億先生及岳潤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