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2
公司資料

4
主席報告

6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17
其他資料

22
中期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23
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25
中期綜合權益變動表

26
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

28
中期簡明財務資料附註



公司資料

02雅高控股有限公司   2016年中期報告

公司秘書
趙志鵬先生

註冊辦事處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總部及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上海

黃浦區

福佑路8號

人保壽險大廈9樓

中國廈門

湖里區

泗水道599號

海富中心B座13、23樓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香港德輔道中173號

南豐大廈16樓

香港法律顧問
麥家榮律師行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董事會

執行董事
伍晶女士（主席）

顧偉文先生（行政總裁）

張健先生

李定成先生

梁迦傑博士

非執行董事
顧增才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建華先生

王恒忠先生

金勝先生

許一安先生

授權代表
伍晶女士

顧偉文先生

審核委員會
王恒忠先生（主席）

金勝先生

劉建華先生

薪酬委員會
金勝先生（主席）

伍晶女士

王恒忠先生

提名委員會
伍晶女士（主席）

金勝先生

劉建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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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Royal Bank of Canada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4th Floor, Royal Bank House

24 Shedden Road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香港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廈門分行湖裡支行

中國

廈門

湖裡區

興隆路31–33號

中信銀行

廈門分行富山支行

中國

廈門

思明區

廈禾路1222號

股份代號
3313

網址
www.artg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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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股東：

本人謹代表雅高控股有限公司（「雅高控股」或「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欣然向閣下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收入為人民幣131.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50.1百萬元減少12.4%；回顧

期內毛利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83.6百萬元，減少人民幣9.4百萬元至人民幣74.2百萬元。集團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回顧期

內規格板收入下降所致，而毛利減少主要是由於銷售收入減少所致，回顧期內銷售毛利率和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上升。回

顧期內之淨利潤為人民幣32.6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40.1百萬元減少18.7%。淨利潤減少與收入的減少相一致。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參加了於中國福建省廈門市舉辦的中國廈門國際石材展覽會，該展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專業石

材展覽會，有助本集團把握開採及加工領域機械的最新發展與應用；瞭解新礦的發佈情況；及向全球經銷商推介雅高優

質的石材產品。

隨着一些重大項目，如上海萬達瑞華酒店，成都萬達瑞華酒店，大連澳南明秀山莊，上海瑞虹新城等陸續在回顧期內建

設落成，當中雅高石材的大量運用，向公眾展示了雅高質地細膩、光澤度高、晶瑩如玉的大理石產品。

回顧期內，公司不斷發展貿易業務，增加業務收入。



雅高控股有限公司   2016年中期報告

主席報告

05

未來計劃

本集團未來將發展國際業務，不斷豐富出口產品的種類，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增加海外銷售收入，把握國際化蘊藏的

新機遇；國內方面，本集團將在適當時機收購國內其他色系的礦藏及豐富衍生產品種類，以滿足使用者的不同需求，帶

給用戶高品味的優質生活體驗；此外，本集團擬全面佈局國內重點城市的經銷商網路，繼續品牌化路線，不斷推出經銷

商活動，提升銷售量和銷售份額。

另外，根據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五日之公告所述，本集團擬發展現代物流

等潛在新業務。本公司擬在江蘇東台（及其他合適的地區）建設物流園區，物流

園區中將配備貨物運輸、倉庫、大理石加工廠等，用以滿足大理石的倉儲及加

工，同時方便我們的產品在華東地區的銷售且降低運輸成本。

本集團亦將尋覓市場機遇，以補充大理石相關業務或其他多元化項目，從而為

股東創造價值和投資回報。未來，人們越來越崇尚簡約，自然的風格，灰白色

系大理石必將成為國內外流行的趨勢。本集團將繼續努力發展業務，本著「以

敬畏之心尊重自然、以感恩之心貢獻社會、以謙虛之心努力工作、以利他之心

合作共贏」的核心價值觀，為股東創造豐盛的回報，並引領石材行業的發展，

將時尚且優質的大理石石材產品引入大眾生活。

最後，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本集團各員工付出的努力深表謝意，並衷心感謝本

集團的全體股東、投資者、合作夥伴以及客戶對我們一直以來的信任及支持。

我們深感責任重大，未來將竭盡所能，用一切行動，在追求全體員工物質和精

神兩方面幸福的同時，為社會做出貢獻！

承董事局命

雅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伍晶

香港，2016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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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在中國江西省永豐縣的一個大理石礦（「永豐礦」）開展大規模的商業生產。本集團現已發展兩個

作業礦區，分別為北一礦區和北四礦區，並於北一礦區開闢了八個梯段及於北四礦區開闢了六個梯段。受益於永豐礦有

利的地理環境和理想的地質條件，以及本集團在礦山打下的良好基礎，本集團對永豐礦未來的開採工作非常有信心。

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共擁有130名分銷商，覆蓋中國29個省和自治區共95個城市，此外本集團仍進一步鞏固並擴大直

銷管道的成果。本集團希望能向客戶提供更為全面的大理石產品，本集團也在積極尋找能為本集團提供協同效應的大理

石資源，在花色方面對現有產品提供有益的補充。

資源量及儲量

永豐礦
永豐礦位於中國江西省永豐縣，通過一條72公里長的縣級公路與新建高速公路的永豐出口連接，使本集團與中國的全國

運輸系統相連。下表概述有關永豐礦現時採礦許可證的主要資料。

持有人 江西玨石（永豐）礦業有限公司（玨石礦業，我們的附屬公司）

資源性質 大理石

覆蓋面積 約2.0平方公里

發出日期 二零一三年二月五日

屆滿日期 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根據適用中國法律及法規可延長至二零四三年二月五日

許可開採量 每年250,000立方米

江西省國土資源廳評估採礦權價款為人民幣55.8百萬元，為期30年。於二零一三年一月支付人民幣18.6百萬元後，本集

團取得由二零一三年二月五日起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的初步為期五年的採礦許可證。根據適用中國法律及法規，本集

團採礦許可證的期限可在本集團於未來兩年完成支付餘下採礦權價款人民幣18.6百萬元另加應計利息（按四期等額年度付

款）之後延長25年。首兩期合共人民幣18.6百萬元分別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及二零一五年三月到期，已由本集團以自有資

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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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澳大利西亞礦產勘探結果、礦產資源量及可採儲量（「JORC準則」）估計的永

豐礦大理石資源量及儲量。

資源量 百萬立方米
  

探明 51.2

控制 46.6

推斷 8.8
 

總計 106.6
 

儲量 百萬立方米
  

證實 23.0

概略 21.0
 

總計 44.0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沒有進一步的勘探活動（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無），回顧期內永豐礦亦無資本性支出（截止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無）。

永豐礦享有有利的地形及地質條件，這使本集團易於迅速地提升生產規模。該等條件連同永豐礦的便利位置及其方便的

公用設施有助本集團實現較低經營成本及較高利潤率。

張溪礦
張溪礦位於中國江西省永豐縣，距已建成的撫州經永豐至吉安的高速公路約50公里，礦區所在地與已建成通車的昌寧（南

昌 — 寧都）高速公路相連，使本集團與中國的全國運輸系統相連。下表概述有關張溪礦現時採礦許可證的主要資料。

持有人 江西省玨石（吉安）礦業有限公司（「吉安礦業」）（我們的附屬公司）

資源性質 大理石

覆蓋面積 0.7314平方公里

發出日期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屆滿日期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許可開採量 每年20,000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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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國土資源廳評估採礦權價款為人民幣1.615百萬元，為期三年。

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中國固體礦產資源╱儲備分類標準（「中國標準」）估計的張溪礦大理石資源量

如下。

資源量 百萬立方米
  

探明 7.1

控制 18.4

推斷 4.2
 

總計 29.7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對張溪礦資本支出為1.615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零）。

張溪礦享有有利的地形及地質條件，這使本集團易於迅速地提升生產規模。該等條件連同張溪礦的便利位置及其方便的

公用設施有助本集團實現較低經營成本及較高利潤率。

嶺南礦
嶺南礦位於中國江西省永豐縣，礦區有通往永豐縣城的柏油公路，距105國道和京九鐵路約65公里，使本集團與中國的

全國運輸系統相連。下表概述有關嶺南礦現時採礦許可證的主要資料。

持有人 吉安礦業

資源性質 大理石

覆蓋面積 0.2463平方公里

發出日期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屆滿日期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許可開採量 每年10,000立方米

江西省國土資源廳評估採礦權價款為人民幣0.81百萬元，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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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按中國標準估計的嶺南礦大理石資源量如下。

資源量 百萬立方米
  

控制 2.3

推斷 1.2
 

總計 3.5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對嶺南礦資本支出為0.8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零）。

嶺南礦享有有利的地形及地質條件，這使本集團易於迅速地提升生產規模。該等條件連同嶺南礦的便利位置及其方便的

公用設施有助本集團實現較低經營成本及較高利潤率。

收益

於回顧期，本集團錄得營業收入約人民幣131.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了約人民幣18.6百萬元，主要由於：規格板材銷

售量由二零一五年同期的156,960平方米下降至回顧期的58,067平方米。

(a) 產品分類銷售
下表載列本集團產品分類的銷售明細及百分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 毛利率 (%) 人民幣千元 % 毛利率 (%)
       

大理石荒料 79,788 60.7 80.1 56,995 38.0 79.0

單面拋光板材 16,315 12.4 43.0 47,279 31.5 49.5

規格板材 14,993 11.4 20.6 45,868 30.5 33.1

貿易 20,377 15.5 0.7 – – –
20,377 15.5 0.7 – – –

總計 131,473 100.0 56.4 150,142 100.0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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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銷量及平均售價
下表載列大理石荒料、單面拋光板材、規格板材及大眾貿易的銷量及產品平均售價：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銷量

大理石荒料（立方米） 18,995 10,708

單面拋光板材（平方米） 89,500 215,307

規格板材（平方米） 58,067 156,960

貿易 5,147 –

平均售價

大理石荒料（人民幣╱立方米） 4,201 5,323

單面拋光板材（人民幣╱平方米） 182 220

規格板材（人民幣╱平方米） 258 292

貿易（人民幣╱噸） 3,959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大理石荒料單位售價較之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約21.1%，主要乃因：(i)對花色紋理

因天然原因變化的大理石荒料提供若干折扣；(ii)清理老庫存對大理石荒料售價提供若干折扣。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單面拋光板材單位售價較之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約17%，主要乃由於為進一步佔有

市場，對部份庫齡較長的產品進行促銷。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規格板材單位售價較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約11.6%，主要是因為回顧期內大多數公

司客戶從事裝修工程，與二零一五年同期從事房地產開發之主要公司客戶對我們產品品質之要求不同，我們因此對

產品結構進行了調整，相應也降低了單位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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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本集團銷售成本為約人民幣57.3百萬元，其中：加工成本約佔銷售成本的15.7%；大理石荒料開採成本約佔銷售成本的

28.6%；以及運輸成本佔銷售成本的約2.1%。回顧期的銷售成本減少與銷量及產能減少一致。

加工成本
本集團的加工成本指大理石荒料加工為單面拋光板材以及單面拋光板材進一步加工為規格板材向加工商支付的加工費。

回顧期單面拋光板材單位的加工費為約人民幣60.6元，二零一五年同期的加工費為約人民幣61.3元。回顧期的規格板材

單位加工費為約人民幣96.54元，二零一五年同期的加工費為約人民幣52.7元。於回顧期內規格板材單位加工成本上升主

要因為：(i)規格板材的加工量由二零一五年同期的56,708平方米減少至回顧期的24,676平方米，對加工供應商的議價能

力削弱而令單位費用增加；及 (ii)為滿足市場需求，本集團一直致力改善規格板材的品級及多樣化，並於回顧期內聘任若

干能夠實施更高加工技術的新供應商而令單位費用增加所致。

荒料開採成本
於回顧期，本集團的大理石荒料開採成本主要包含礦山勞工成本、物料消耗、燃料、電力、生產設備的折舊和採礦權價

款的攤銷。大理石荒料單位生產成本與二零一五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約25%，主要系因運費及人工成本減少所致。

運輸成本
運輸成本包括：(1)由永豐礦的荒料堆場發運大理石荒料至福建水頭加工中心的長途運費；及 (2)從礦山發運大理石荒料至

中轉堆場，以及根據我們的生產及加工計畫在水頭的倉庫與加工商之間的運輸調撥所致的短途運費。回顧期及二零一五

年同期的運輸成本分別佔生產成本約2.1%及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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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與毛利率

本集團於回顧期的毛利相對於二零一五年同期減少了約人民幣9.4百萬元。回顧期毛利率為約56.4%，二零一五年同期毛

利率為約55.7%。回顧期的銷售毛利率與二零一五年相比略有上升。

其他收入與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銀行存款利息收入。於回顧期，利息收入為人民幣2.4百萬元及政府補助為人民幣13萬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本集團銷售及分銷員工的薪酬、差旅費、招待費、廣告費和辦公室租金，為約人民幣8.9百萬元，

佔回顧期收入的約6.8%，而二零一五年同期銷售及分銷開支為人民幣14.8百萬元，佔二零一五年同期收入約9.8%。回顧

期銷售及分銷開支較相應期間減少人民幣5.9百萬元，主要由於人員減少導致人工成本下降了2.5百萬元，差旅費、招待

費、租賃費、運輸費及廣告宣傳費減少了2.8百萬元。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行政人員薪金、股票期權攤銷、顧問諮詢費、礦產資源補償費等，為約人民幣14.1百萬元，佔回顧期

收入的約10.7%。而二零一五年同期行政開支為人民幣19.9百萬元，佔二零一五年同期收入約13.3%。回顧期行政開支開

支較相應期間減少人民幣5.8百萬元。主要由於人員減少導致人工成本下降了2.2百萬元，差旅費、招待費、諮詢費、服

務費下降了2.1百萬元。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主要包括銀行貸款利息、票據貼現息、購買採礦權分期付款的利息支出及複墾相關利息。財務成本從二零一五

年同期的人民幣8.0百萬元下降至回顧期間的人民幣7.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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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的雇員薪酬政策由管理層按其貢獻、資歷及才能而釐定。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全職雇員總人數為281名（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413名）。於回顧期，雇員成本合

共為人民幣11.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3.2百萬元）。結合本集團戰略目標、經營業績及各

執行董事、高級管理團隊人員與其他雇員在此過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及貢獻，為肯定其重要價值，激勵更好發揮能力與專

長，進而保障公司的穩健快速發展和長短期目標的達成，薪酬水準結合市場情況及相應的資歷能力，按不同比例做了調

整，回顧期的雇員成本小幅降低。本集團根據雇員的優點及發展潛力招聘及晉升個別人士。本集團根據個別表現及現時

市場酬金指標釐定薪酬福利（包括董事在內）。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畫（「購股權計畫」）及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畫（「首次公開發售前

購股權計畫」）（統稱「購股權計畫」）。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畫項下授出2,400,000份購股權

且維持尚未獲行使，而並無根據購股權計畫授出任何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日採納股份獎勵計畫（「股份獎勵計畫」），以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的雇員、董事、

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夥伴，並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給予獎勵，提供具競爭力之獎勵待遇以挽留及吸引合適

的人才推動本集團的未來發展，並將合資格參與者與本公司股東（「股東」）之利益緊密相聯。自股份獎勵計畫採納起直至

本報告日期止，並無根據股份獎勵計畫授出任何獎勵。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1.5百萬元增加至回顧期的約人民幣12.1百萬元。

回顧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及全面利潤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於回顧期應佔淨利潤約人民幣32.6百萬元，而二零一五年同期為人民幣40.1百萬元。回顧期淨利潤減少與

收益減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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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所得淨現金流量

於回顧期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流出額為約人民幣9.7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現金淨流入約人民幣

109.9百萬元），主要歸因於：(i)稅前利潤約人民幣44.7百萬元；(ii)貿易應付款和應付票據減少人民幣22.4百萬元，其他

應付款及應計費用增加人民幣41.8百萬元，和應付關聯方款項增加25.6百萬元；(iii)貿易應收款和應收票據增加人民幣

58.6百萬元。經營現金流入受支付所得稅及利息開支合共人民幣19.9百萬元所部分抵銷。

投資活動所用淨現金流量

回顧期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流入額為約人民幣436.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淨現金流出額約人民

幣36百萬元），主要包括：(i)逾三個月之定期存款款項減少約人民幣453.2百萬元；(ii)已抵押定期存款增加約人民幣14.6

百萬元；(iii)物業、廠房及設備、採礦權支付款合共人民幣2.5百萬元。

融資活動所用淨現金流量

回顧期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流出額為約人民幣6.3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淨現金流出額約人民幣

25.9百萬元），主要用於償還銀行貸款。

存貨及周轉日數

本集團的存貨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63.6百萬元，相比去年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72.6百萬元減

少約12%。本集團的存貨周轉日數維持穩定並由二零一五年的188日降低至回顧期的174日。

貿易應收賬款和應收票據及周轉日數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賬款和應收票據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63.3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人

民幣122百萬元。這主要歸因於賬期延長。相比二零一五年的66日，回顧期的貿易應收賬款周轉日數為165日。貿易應

收賬款周轉天數增加主要是因為公司股東帶來新的銷售管道，公司對該部分客戶給予不同的賬期信用支持，導致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應收賬款餘額增加。

貿易應付帳款和應付票據

本集團的貿易應付帳款和應付票據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77.6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22.4百萬元，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155.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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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流動資產

本集團淨流動資產增加3%，從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778.7百萬增加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801.7百萬元。

流動比率

流動比率是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為2.8（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為2.9）。流動比率下降主要

是因為於回顧期內尚未支付的貿易應付票據的增加。

借款

本集團的營運融資一般來自內部產生的現金流及銀行信貸融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合共人民幣120.9

百萬元銀行貸款（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7.6百萬元）。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相等於淨負債（總負債扣除現金及銀行結餘）除以總權益。總負債的定義為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

以及不包括用作營運資金用途的應計負債。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

行結餘分別超過計息銀行貸款。據此，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呈列資產負債比率。

資本開支

本集團維持及增加銷售及溢利的能力，憑藉於持續的資本開支。資本開支用於購買開採權、土地、股權、物業、廠房及

設備。於回顧期，本集團的開支為：(i)定增購買股權245百萬元；(ii)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採礦權支出合共人民幣2.5

百萬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中國，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計值，除了若干於銀行的現金以港元及美元計。據此。本集團已限制任何

重大外匯兌換風險。董事會並不預期本集團的營運面對任何外匯波幅帶來的任何重大影響。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使

用財務工具作對沖用途。

資產抵押

本集團的銀行保證金存款約人民幣42.8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2百萬元），以用於本集團開具銀

行承兌匯票及信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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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的淨款項

本公司上市及發行新股（「股份」）的所得淨款項為約833.0百萬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655.5百萬元）。淨款項將根據載列於

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未來計畫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中的建議用途而動用，剩餘款

項分別於中國及香港的持牌銀行存為短期存款或定期存款。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於回顧期內

已使用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42.6 4.5

擴張銷售管道 44.0 2.0

永豐礦的資本支出 253.0 –

興建板材加工廠 178.2 –
  

合計 517.8 6.5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有關資本承擔的詳情，請參閱財務表附註18。

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合併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本集團根據本集團與王江澤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訂立之股權轉讓協議完成收購上海

韻義企業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韻義」）之全部權益。上海韻義之主要資產為位於中國上海浦西黃金地段之五個商業單位（總

面積為2,431.18平方米）。收購事項之購買代價294,00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45,000,000元）已由本公司結算，方式

為根據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按每股1.13港元之發行價發行合共260,000,000股代價股份。詳情請參

閱本公司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及三月二十一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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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即本公司上市日期）已成為無條件，除非經另行註銷或修訂，否

則該計劃自該日起將繼續生效42個月。下表載列回顧期內於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下授出之購股權及其變動詳情：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類別╱名稱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沒收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行使價

（港元） 授出日期
        

其他僱員合計 10,800,008 – – 8,400,008

（附註2）

2,400,000

（附註1）

2.39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日
     

總計 10,800,008 – – 8,400,008 2,400,000
     

附註：

(1)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的行使期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本

公司法定股本的任何所需增加，方始作實，並於為期6個月至42個月的歸屬期後開始及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結束，詳情如下：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港元） 購股權數目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2.39 266,666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2.39 1,066,667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2.39 1,066,667
 

總計 2,400,000
 

(2) 於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下授出之8,400,008份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隨著部分高管辭任本公司之相關職務已被沒收。

購股權計劃
有關購股權之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中期簡明財務資料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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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A. 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證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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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益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或

淡倉），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本公司所存置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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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

及淡倉如下：

(a) 於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伍晶女士（附註2） 實益擁有人 476,332,840 (L) 29.89%

梁迦傑博士（附註2） 實益擁有人 476,332,840 (L) 29.89%

金勝先生 實益擁有人 110,000 (L) 0.01%

附註：

1. 字母「L」指該人士於股份中的好倉。

2.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梁迦傑擁有我們主要股東宏勝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權益及伍晶女士為

梁迦傑先生之配偶。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而言，梁迦傑先生及伍晶女士被視為於宏勝國際（香港）有限公

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以上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其他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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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本公司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主板上市規則附錄十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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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的證券中的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向本公

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入本公司所存置主要股東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上

述所披露有關亦為主要股東的若干董事的權益除外）如下：

姓名 身份

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伍晶 實益擁有人 476,332,840 (L)

（附註2）

29.89(L)

梁迦傑 實益擁有人 476,332,840 (L)

（附註2）

29.89(L)

宏勝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476,235,840 (L)

（附註2）

29.89(L)

Ample Cheer Limited 受控法團權益 388,905,920 (L)

（附註3,4）

24.40(L)

Best Forth Limited 受控法團權益 388,905,920 (L)

（附註3,4）

24.40(L)

Kingston Finance Limited 受控法團權益 388,905,920 (L)

（附註3,4）

24.40(L)

李月華 實益擁有人 388,905,920 (L)

（附註3,4）

24.40(L)

China Marbl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21,872,452 (L)

（附註5）

20.20%

Carlyle Asia Growth Partners IV, L.P. 受控法團權益 321,872,452 (L)

（附註5）

20.20%

CAGP IV General Partner L.P. 受控法團權益 321,872,452 (L)

（附註5）

20.20%

CAGP IV, Ltd. 受控法團權益 321,872,452 (L)

（附註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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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身份

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TC Group Cayman Investment

 Holdings Sub, L.P.

受控法團權益 321,872,452 (L)

（附註5）

20.20%

TC Group Cayman Investment

 Holdings, L.P.

受控法團權益 321,872,452 (L)

（附註5）

20.20%

Carlyle Holdings II L.P. 受控法團權益 321,872,452 (L)

（附註5）

20.20%

Carlyle Holdings II GP L.L.C. 受控法團權益 321,872,452 (L)

（附註5）

20.20%

The Carlyle Group L.P. 受控法團權益 321,872,452 (L)

（附註5）

20.20%

王江澤 實益擁有人 260,000,000 (L)

（附註2）

16.32(L)

徐克付 實益擁有人 189,764,160 (L) 11.91(L)

孫浩程 實益擁有人 140,678,000 (L) 8.83(L)

China First Capital Group Limited 受控法團權益 126,096,000 (L) 7.91(L)

附註：

1. 字母 (L)指股份中之好倉。

2. 梁迦傑先生擁有宏勝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宏勝國際」）全部已發行股份之權益，而伍晶女士為梁迦傑先生之配偶。依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梁迦傑先生及伍晶女士被視為於宏勝國際持有本公司之476,235,84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另外，在宏勝國際持有本公司之476,235,840股股份中，260,000,000股股份為宏勝國際以信託方式為王江澤先生代持。因此，

王江澤先生為該260,000,000股股份之實益擁有人。

3. 本公司前任股東Liu Investment Development Holdings Group Limited（「Liu Investment」）曾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抵押

予金利豐財務有限公司合計526,000,000股本公司股份（「該抵押股份」），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該388,905,920股本

公司股份為剩餘抵押股份。因此，金利豐財務有限公司被視為於該388,905,920股股份中擁有抵押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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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董事經合理查詢後得知，金利豐財務有限公司由Ample Cheer Limited全資擁有，Ample Cheer Limited由Best Forth 

Limited擁有其80%權益，Best Forth Limited由李月華女士全資擁有。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Ample Cheer Limited、

Best Forth Limited及李月華女士被視為於金利豐財務有限公司擁有抵押權益之388,905,92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5. 就董事經作出合理查詢後所悉，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China Marbl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中91.83%權益由

Carlyle Asia Growth Partners IV, L.P.擁有。The Carlyle Group L.P.透過Carlyle Holdings II GP L.L.C.、Carlyle Holdings II L.P.、

TC Group Cayman Investment Holdings, L.P.、TC Group Cayman Investment Holdings Sub, L.P.、CAGP IV, Ltd.及CAGP IV 

General Partner L.P.間接全資擁有Carlyle Asia Growth Partners IV, L.P.。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而言，The Carlyle 

Group L.P.、Carlyle Holdings II GP L.L.C.、Carlyle Holdings II L.P.、TC Group Cayman Investment Holdings, L.P.、TC Group 

Cayman Investment Holdings Sub, L.P.、CAGP IV, Ltd.、CAGP IV General Partner L.P.及Carlyle Asia Growth Partners IV,  

L.P.（均為China Marbl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的直接或間接控股公司）均被視為於China Marbl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保障我們股東的利益並提升本公司的企業價值、問責性和透明度。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應用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原則

及遵守其中的守則條文。

本公司將參考企業管治的最近發展定期檢討及改進其企業管治慣例。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本身有關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

查詢後，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買賣標準。

本公司亦已就本公司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制訂嚴格程度不遜於標準守則的書面指引（「僱員書面指引」）。本公司並不知

悉任何相關僱員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不遵守僱員書面指引的事件。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王恒忠先生（作為主席）、劉建華先生及金勝先生。審

核委員會已按照企業管治守則訂明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共同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及已經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包括審閱本

公司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公告及本報告以及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中期財務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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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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益 3 131,473 150,142

銷售成本 (57,291) (66,566)
  

毛利 74,182 83,576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3,302 13,156

銷售及分銷開支 (8,924) (14,751)

行政開支 (14,068) (19,936)

其他開支 (1,985) (2,478)

財務成本 5 (7,846) (8,041)
  

除稅前溢利 6 44,661 51,526

所得稅開支 7 (12,081) (11,469)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32,580 40,057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人民幣0.02元 人民幣0.03元



雅高控股有限公司   2016年中期報告

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23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08,981 65,346

無形資產 9 191,539 191,74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9 12,369 12,50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5,683 15,196

預付墊款 10 2,066 1,946

受限制存款 2,475 2,312

遞延稅項資產 9,222 7,721
  

非流動資產總額 542,335 296,763

流動資產

存貨 63,591 72,622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 11 121,960 63,32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49,576 163,586

已抵押存款 42,804 28,174

現金及銀行結餘 783,054 861,324
  

流動資產總額 1,260,985 1,189,027

流動負債

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 12 155,206 177,61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2,596 80,769

應付稅項 34,912 24,376

計息銀行貸款 13 120,973 127,600

應付關聯方款項 14 25,640 –

流動負債總額 459,327 410,361
  

流動資產淨額 801,658 778,66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43,993 1,07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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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321 2,322

其他應付款項 – 9,300

遞延收入 15 5,585 5,690

複墾撥備 12,883 12,493

非流動負債總額 20,789 29,805
  

資產淨額 1,323,204 1,045,62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676 10,492

儲備 1,310,528 1,035,132
  

權益總額 1,323,204 1,045,624
  

伍晶 顧偉文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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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東權益變動表

已發行

股本

股份溢價

賬戶

法定

儲備

安全基金

盈餘儲備

購股權

儲備

購入

非控股權益

產生的差異 實繳盈餘 

保留盈利╱

（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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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16）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0,492 866,908 12,685 760 3,850 (19,048) 26,636 64,942 967,225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40,057 40,057

轉撥自╱（至）儲備 – – 4,932 – – – – (4,932) –

成立安全基金盈餘儲備 – – – 125 – – – (125) –

運用安全基金盈餘儲備 – – – (177) – – – 177 –

以權益結算的購股權安排（附註16） – – – – 1,615 – – – 1,615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492 866,908 17,617 708 5,465 (19,048) 26,636 100,119 1,008,897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10,492 866,908 21,160 707 6,258 (19,048) 26,636 132,511 1,045,624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32,580 32,580

轉撥自儲備 – – 3,258 – – – – (3,258) –

成立安全基金盈餘儲備 – – – 150 – – – (150) –

動用安全基金 – – – – – – – – –

以權益結算的購股權安排 – – – – – – – – –

購股權沒收或屆滿時 – – – – – – – – –

轉撥購股權儲備 – – – – – – – – –

發行股票 2,184 242,816 – – – – – – 245,000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2,676 1,109,724 24,418 857 6,258 (19,048) 26,636 161,683 1,323,204
         



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

26雅高控股有限公司   2016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 44,661 51,526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 2,820 3,106

無形資產攤銷 9 201 28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9 133 133

遞延收入攤銷 15 (105) (105)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11 6,047 1,278

以權益結算的購股權開支 16 – 1,615

融資成本 5 7,846 8,041

未實現之匯兌收益 (129) (2)

銀行利息收入 4 (2,366) (11,343)
  

59,108 54,533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58,639) 11,195

存貨減少╱（增加） 9,031 52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46,655) 8,795

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22,410) 44,366

應付關聯方款項增加 25,640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增加╱（減少） 41,827 1,141

經營所得現金 7,902 120,551
  

已付所得稅 (12,081) (13,277)

已付利息 (7,846) (8,179)

已收利息 2,366 10,796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9,659) 109,891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79) (3,101)

應付採礦權款項 (2,425) (9,300)

購買其他無形資產 – (138)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減少╱（增加） 453,192 (15,804)

已抵押存款減少╱（增加） (14,630) (7,69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436,058 (3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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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23,700 50,000

償還銀行貸款 (30,027) (75,900)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6,327) (25,9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420,072 47,95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9,896 108,001

匯率變動的影響淨額 129 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10,097 155,9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手頭現金及銀行現金 710,097 135,764

無抵押定期存款 118,236 894,496

現金及銀行結餘 828,333 1,030,260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118,236) (874,3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10,097 15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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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雅高控股有限公司乃一間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本公司於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德輔道中173號南豐大廈

16樓。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主要從事大理石開採、加工、貿易及銷售業務。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業務增加了貿易類產品。

2.1 編制基準

回顧期內之未經審計中期簡明財務資料按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制。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財務資料並無包括所有年度財務報表所須的一切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2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編制本中期簡明財務資料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制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

遵循的一致。

3. 收益及經營分部資料

收益亦為本集團的營業額，是指扣除各種政府附加費後的已售貨品銷售淨值。

本集團的收益及對綜合業績的貢獻主要來自其銷售大理石及大理石相關產品，其與向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就資源配置

及業績評估的內部呈報資料的方式一致，被視為單一可呈報分部。因此，除整個實體披露外，並未呈列分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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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經營分部資料（續）

整個實體披露
有關產品的資料

下表載列於回顧期內按產品劃分來自外部客戶的總收益及佔總收益的百分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大理石荒料 79,788 60.7 56,995 38.0

單面拋光板材 16,315 12.4 47,279 31.5

規格板材 14,993 11.4 45,868 30.5

貿易 20,377 15.5 – –
    

總計 131,473 100.0 150,142 100.0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產生收益的外部客戶的地區位置資料。客戶的地區位置乃根據貨品交付地點釐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國內*：

 中國內地 123,708 143,395

海外 7,765 6,747
  

合計 131,473 150,142
  

* 本集團主要附屬公司江西省玨石（永豐）礦業有限公司（「玨石礦業」）、匯金石（廈門）有限公司（「廈門匯金石」）、及雅高石材（江

西）有限公司、雅高（江蘇）科技實業有限公司的住所地。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主要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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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經營分部資料（續）

整個實體披露（續）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來自以下各主要客戶（佔總收益的10%或以上）的收益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客戶甲 34,262  *

客戶乙 23,850 *

客戶丙 22,721 *

客戶丁 21,428 *
  

* 少於總收益的10%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銀行利息收入 2,366 11,343

政府補助 132 1,509

匯兌收益淨額 129 124

雜項 675 180
  

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3,302 13,156
  

5.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銀行貸款利息 4,013 3,656

分期利息 825 703

撥回復墾貼現 391 374

應收貼現票據利息（附註11） 2,617 3,308
  

合計 7,846 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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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已售存貨成本 57,291 66,566

雇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薪酬） 11,083 23,197

折舊及攤銷（附註9） 3,021 3,523

經營租賃下最低租賃付款：

 — 辦公室 375 2,758

 — 倉庫 4,010 3,005

 — 位於上升村的多幅土地（附註10(a)） 520 409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附註11） 565 1,278

核數師酬金 (a) – 1,115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29) (124)

銀行利息收入（附註4） (2,366) (11,343)
  

附註： 本公司謹此澄清，本公司截止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中期業績公告第8頁核數師薪酬披露有誤，誤將其他費用人民

幣1,150,000元分類至核數師酬金，回顧期核數師酬金實際為0元。

7.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即期 — 中國內地期內扣除 13,583 13,299

遞延 (1,502) (1,830)
  

期內所得稅總額 12,081 1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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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續）

附註：

(a)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毋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b) 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在香港產生或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c)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於回顧期內，位於中國內地的附屬公司須按應課稅溢利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

8.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的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回顧期內溢利人民幣32,579,00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

民幣40,057,000.00元）及於回顧期內已發行1,593,334,000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33,334,000股）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本公司的尚未行使購股權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於回顧期內及上一期間的平均市價，故並無就攤薄對所呈列的

回顧期及上一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作出調整。

9. 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以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以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於回顧期內的變動如下：

物業、廠房

及設備 無形資產

預付土地

租賃款項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的帳面值 65,346 191,740 12,502

添置 246,455 – –

回顧期內折舊╱攤銷（附註6） (2,820) (201) (13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帳面值 308,981 191,539 1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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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付墊款、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流動部分：

以下各項的預付款項：

 — 加工費 – 3,216

 — 辦公室租金 412 964

 — 倉庫租金 – 2,773

 — 租賃位於上升村的數幅土地 520 819

 — 於一年內攤銷的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33 266

 — 採購材料及物資 61,595 341

 — 採購大理石板 1,577 4,097

 — 其他 1,586 1,069

按金 – 4,807

應收利息收入 456 7,867

可抵扣進項增值稅 – 404

其他應收款項 183,297 136,963
  

合計 249,576 163,586
  

非流動部分：

以下各項的預付款項：

 — 租賃位於上升村的數幅土地 (a) 10,098 9,506

 — 耕地佔用稅 (b) 5,585 5,690
  

15,683 15,196
  

附註：

(a) 結餘指因在永豐礦進行採礦活動而使用上升村的多幅土地向村民作出的預付款項。根據玨石礦業、上升村委員會及村民訂

立的協議，玨石礦業就使用上述土地的權利預付合共人民幣12,280,000元，自各自租賃協議起為期15年。

(b) 結餘指就佔用永豐礦耕地向當地稅務機關預付的款項。預付款項將於採礦權年期內以直線法計入損益。

上述資產並無逾期或減值。計入上述的金融資產涉及近期並無違約記錄的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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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貿易應收款項 127,765 68,803

應收票據 242 0

減值 (6,047) (5,482)
  

合計 121,960 63,321
  

客戶各自擁有最高賒帳限額。本集團尋求對其尚未收回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及由高級管理層對逾期結餘定期審

核。鑒於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涉及數量有限的主要客戶，信用風險較為集中。本集團對尚未收回應收款項的結算維

持嚴格控制並設立信用監控部門，以降低信用風險。本集團並無持有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的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譽

增級。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

基於交付日期並扣除撥備，貿易應收款項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一至三個月 73,535 33,706

三至六個月 42,197 26,928

六至十二個月 5,831 1,854

一年以上 397 833
  

合計 121,960 63,321
  

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6,047 5,482
  

以上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包括個別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的撥備人民幣6,047,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5,482,000元）。

個別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與存在財政困難或拖欠本金付款的客戶有關，部分應收賬款預計能收回。

於回顧期，本集團已就集團內交易發出的貼現票據確認利息開支人民幣2,617,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3,30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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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貿易應付款項 12,526 27,486

應付票據 142,680 150,130
  

合計 155,206 177,616
  

基於發票日期或發出日期（如適用），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一個月內 9,406 7,990

一至兩個月 8,404 74,643

兩至三個月 59,637 4,734

三個月以上 77,759 90,249
  

合計 155,206 177,616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於本集團收取供應商發出的發票後三個月內結算。應付票據於六個月或十二個月內到

期。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付票據人民幣由已抵押定期存款人民幣42,804,000元提供擔保。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付票據人民幣142,680,000元與本集團附屬公司發出的票據有關及由銀行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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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息銀行貸款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應於一年內還款：

 有抵押銀行貸款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房產 (a) 39,973 29,600

  第三方 (b) 8,000 8,000

 無抵押銀行貸款 (c) 73,000 90,000

120,973 127,600
  

實際年利率 (%) 5.66–6.53 5.66–6.53
  

附註：

(a)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廈門匯金石銀行貸款人民幣39,973,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9,600,000元）

由江西雅高持有的編號為永國用 (2014)第0237號土地使用權、廈門中聯建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編號為夏國土房證第

00841811號及廈國土房證第00849642號的房產、劉松春編號為廈國土房證第01171972號的房產做抵押。

(b)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廈門匯金石銀行貸款人民幣8,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000,000元）分

別由Xiamen Siming Technique Financial Guarantee Limited擔保，其作為獨立第三方抵押人民幣80,000元。

(c)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廈門匯金石銀行貸款人民幣73,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0,000,000元）

由玨石礦業擔保。

14. 關聯方的結餘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應付一名關聯方的款項：

非貿易性質：

 — 梁迦傑博士（梁博士） (a) 25,640 –
  

附註：

(a) 梁博士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該款項於二零一六年六月提供。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應付

梁博士的款項以人民幣計值。與梁博士的此等結餘為非貿易性質、免息、無抵押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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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遞延收入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助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5,690

於損益賬解除 (10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5,585
 

遞延收入指玨石礦業就已付耕地佔用稅收取的政府補助。有關政府補助將以直線法於損益賬解除，以符合有關耕地

佔用稅的預付款項攤銷。

16. 購股權計畫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本公司已有條件地採納購股權計畫（「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畫」），以為全職或兼職雇

員、行政人員、高級職員或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鼓勵及獎賞。除非被取消或修改，否則首次公開發售前

購股權計畫自該日期起計42個月內具有效力。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的二零一三年年報。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畫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的行使價及行使期如下：

購股權數目 每股行使價（港元） 行使期
   

1,199,998 2.39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4,800,001 2.39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4,800,009 2.39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0,800,008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畫項下授出的購股權的公平值為12,056,000港元（約相當於人民幣9,487,000元）或每份購

股權約1.00港元（相當於每份購股權約人民幣0.79元），其中本集團於回顧期內未確認購股權開支（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615,000元）。

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畫項下授出的股權結算購股權的公平值於授出日期以二項模式估算，進行估算時已考慮到

授出購股權的條款及條件。下表載列輸入模式所用資料：

股息率 (%) 無

預期波幅 (%)  46.05~55.29

無風險利率 (%) 0.2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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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購股權計畫（續）

計算公平值時概無列入其他已授出購股權的特質。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畫共有2,400,000份未行使購股權。根據本公司現時資本架構，悉

數行使尚未行使的購股權需要增發2,400,000股額外本公司普通股及產生24,000港元的額外股本以及股份溢價

5,712,000港元（扣除發行開支前）。

回顧期末之後，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總計266,666股股份到期未獲得任何承授人行使。

於本中期簡明財務資料批准日期，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共有2,133,334份未行使購股權，佔該日期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約0.13%。

17. 股息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決議不向股東支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零）。

18. 承擔

本集團於各報告期末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已訂約，但未撥備：

 — 廠房及設備 23,363 23,613
  

合計 23,363 23,613
  



雅高控股有限公司   2016年中期報告

中期簡明財務資料附註

39

19. 關聯方交易

(a)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有以下重要關聯方交易

關聯方名稱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辦公室租金︰

 廈門中聯建 (i) 313 271
  

應付款項︰

 非貿易性質—梁博士 (ii) 25,640 –
  

附註：

(i) 廈門中聯建為劉先生控制的一家公司。董事認為根據租賃協定釐定的本集團支付予廈門中聯建的辦公室租金開支乃

以類似地段類似物業的市場租金為基準。

(ii) 梁博士於二零一六年六月提供公司之非貿易款項，該款項免息、無抵押、無固定還款期。

(b) 與關聯方的未清償節餘

截至本報告期末本集團與關聯方的結餘的詳情於財務資料附註14披露。與關聯方的結餘為免息、無抵押及無

固定還款期限。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基本薪金及其他福利 2,091 3,685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 1,346

退休金計劃供款 30 36
  

2,121 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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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報告期後事項

於本中期簡明財務資料獲批准之日期，本集團並無於回顧期後需要披露之事項。

21 批准中期簡明財務資料

本中期簡明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獲董事會批准，並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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