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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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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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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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CHINA SUNSHINE PAPE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股份代號：2002）

中 國 陽 光 紙 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之收入為人民幣3,807.2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2,837.2百萬元增加約34.2%。

•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毛利為人民幣800.7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610.0
百萬元增加約31.3%。

•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06.3百萬
元增加約60.6%至人民幣331.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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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陽光紙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
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比較數字。該等中期業
績經由本公司核數師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及5 3,807,246 2,837,154
銷售成本 (3,006,535) (2,227,194)

毛利 800,711 609,960
其他收入 6 126,341 90,472
其他收益或虧損 6 (32,496) 7,376
分銷及銷售開支 (160,532) (136,119)
行政開支 (197,944) (153,961)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虧損 (5,468) (418)
融資成本 7 (77,026) (98,358)
分佔一家合營企業利潤╱（虧損） 9,635 (4,374)

除所得稅前利潤 9 463,221 314,578
所得稅開支 8 (128,527) (98,348)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334,694 216,230

以下各項應佔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31,348 206,344
非控股權益 3,346 9,886

334,694 216,230

有關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之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11 0.39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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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97,610 4,679,607
投資物業 66,508 71,976
預付租賃款項 464,266 468,946
商譽 25,606 25,606
遞延稅項資產 55,296 51,755
於一家合營企業的權益 198,120 188,485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22,761 206,779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425,481 302,322

6,355,648 5,995,476

流動資產
存貨 734,170 635,650
貿易應收款項 12 517,678 513,349
應收票據 13 136,361 283,255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41,911 198,996
可收回所得稅 — 37
受限制銀行存款 1,435,077 1,140,42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00,920 613,268

4,066,117 3,384,982

流動負債
合約負債 142,229 121,761
貿易應付款項 14 866,777 814,320
應付票據 14 317,911 282,613
其他應付款項 168,955 209,460
建築工程、機器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164,761 207,397
應付所得稅 78,045 61,924
租賃負債 15 1,301 877
遞延收益 2,782 2,909
貼現票據融資 16 1,571,903 1,245,217
銀行借款 17 1,939,185 1,972,696
其他借款 190,427 166,501
公司債券 18 99,980 99,803

5,544,256 5,185,478

流動負債淨額 (1,478,139) (1,800,49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877,509 4,19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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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0,944 73,779
儲備 3,474,344 3,044,99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555,288 3,118,770
非控股權益 316,260 312,914

權益總額 3,871,548 3,431,68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5 19,190 20,098
銀行借款 17 631,084 543,516
其他借款 265,716 113,875
遞延收益 44,562 46,096
遞延稅項負債 45,409 39,711

1,005,961 763,296

權益總額及非流動負債 4,877,509 4,19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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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國陽光紙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根據公司法於開曼
群島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的有限公司，其股份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營業務為生產╱製造及銷售紙品、電力及蒸汽。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淨流動負債約人民幣1,478,139,000元。本公司董事（「董事」）已評估
相關現有資料及自報告日期起十二個月的現金流量預測所採用主要假設。此外，雖然大部分現有銀
行融資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但董事認為與銀行的過往業務合作及關係良好，因而本集團將能
夠於現有銀行融資到期時重續或於必要時取得其他額外銀行貸款融資。因此，董事認為，考慮到現
有貸款融資（包括在銀行批准情況下可按年重續的短期銀行貸款）及本集團的內部財務資源，本集團
擁有充足營運資金可於可見未來滿足其到期應付的財務責任。因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持
續經營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未載入全年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資料及應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國際審閱工作準
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一項投資物業以公允價值計量（如適用）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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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與本集團於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有關且於該期間生效的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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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提前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後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該修訂本將對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
強制生效。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該等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
及呈報方式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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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修訂」

第二階段修訂實際免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若干規定。該等免除與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以攤銷成本
計量）以及租賃合約或對沖關係的修改有關，而相關修改因以新的替代基準無風險利率代替合約中的
基準利率而觸發。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首次應用第二階段修訂，並追溯應用該修訂。然而，根據第二階段修
訂中允許的例外情況，本集團選擇不重述上一期間以反映該等修訂的應用，包括不提供二零二零年
的額外披露。追溯應用並無對期初權益結餘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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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的分類

本集團就以下主要產品線及地區市場於一段時間內及於某一時間點轉移貨品及服務取得收入：

分部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紙品 電力及蒸汽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確認時間
— 於某個時間點 3,682,265 124,981 — 3,807,246

地區市場
— 中國 3,561,453 124,981 — 3,686,434
— 海外 120,812 — — 120,812

分部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紙品 電力及蒸汽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確認時間
— 於某個時間點 2,722,688 113,237 110 2,836,035
— 一段時間 — — 1,119 1,119

地區市場
— 中國 2,651,415 113,237 1,229 2,765,881
— 海外 71,273 — — 7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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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本集團基於有關本集團各部門的內部報告以決定其經營分部，而有關報告經由本公司的高級行政管
理層（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以分配資源予分部及評估其表現。

 (a) 分部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收入及業績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紙品

白面牛卡紙
塗布 

白面牛卡紙 紙管原紙 專用紙品 電力及蒸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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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843,904 1,210,287 364,067 1,264,007 124,981 — 3,807,246

分部間收入 — — — — 261,125 — 261,125

分部收入 843,904 1,210,287 364,067 1,264,007 386,106 — 4,068,371

分部利潤 253,244 385,473 72,139 99,421 30,029 — 840,306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紙品

白面牛卡紙
塗布 

白面牛卡紙 紙管原紙 專用紙品 電力及蒸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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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677,924 913,256 308,177 823,331 113,237 1,229 2,837,154

分部間收入 — — — — 242,671 — 242,671

分部收入 677,924 913,256 308,177 823,331 355,908 1,229 3,079,825

分部利潤 179,288 221,363 72,669 111,003 75,019 1,064 66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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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分部的利潤對賬

分部利潤指各紙品分類所賺取的毛利以及電力及蒸汽分部賺取的除所得稅前利潤。本集團就作
出有關分配資源予分部及評估其績效的決策時，並無將若干其他收入、若干其他收益或虧損、
分銷及銷售開支、若干行政開支、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虧損、若干融資成本及分佔一家合營
企業利潤╱（虧損）分配予紙品分部及並無將所得稅開支分配予紙品分部及電力及蒸汽分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潤
分部利潤 840,306 660,406

分部間銷售未變現利潤 (46,228) (60,037)

794,078 600,369

其他收入 123,766 88,977

其他收益或虧損 (36,433) (175)

分銷及銷售開支 (160,532) (136,119)

行政開支 (194,137) (146,000)

融資成本 (67,688) (87,682)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虧損 (5,468) (418)

分佔一家合營企業利潤╱（虧損） 9,635 (4,374)

綜合除所得稅前利潤 463,221 314,578

於內部分部分析中，本集團並無分配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攤銷預付租賃款項、融資成本及
利息收入至相關紙品分部，因為該等資料並非屬必要。

由於並未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有關獨立財務資料，因此概未呈列分部資產及負債以及其他有
關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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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各項的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13,999 15,051

與一間合營企業之結餘（附註i） 8,549 6,503

利息收入總額 22,548 21,554

政府補助（附註ii） 93,923 67,644

投資物業及其他物業租金收入 1,826 1,274

酒店及餐飲服務收入 2,080 —

物流服務收入 5,964 —

126,341 90,472

其他收益或虧損：
銷售廢料收益淨額 10,389 13,53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25,344) (4,805)

匯兌虧損淨額 (1,406) (783)

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撥回╱（撥備） 505 (1,821)

其他應收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1,740) —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17,185) —

其他 2,285 1,246

(32,496) 7,376

附註：

i.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賺取來自本集團合營企業陽光王子（壽光）特種紙
有限公司（「陽光王子」）之利息收入，加權平均實際年利率為5.70%（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年利率4.75%）。

ii.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子公司山東世紀陽光紙業集團有限公司（「世紀陽
光」）獲當地政府授予及已收取無條件政府補助，金額約為人民幣89,134,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2,800,000元），該款項金額乃參照已繳納的增值稅金額釐定。



– 11 –

7.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各項的利息開支：
貼現票據融資 25,121 41,643

銀行及其他借款 66,980 69,038

租賃負債 8 7

公司債券 4,272 8,530

96,381 119,218

減：在建工程資本化的利息 (19,355) (20,860)

77,026 98,358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資本化借貸成本乃於一般借貸中產生，並以對在建工程的開
支應用年度資本化比率介乎4.01%至5.46%（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本化比率介乎
4.55%至5.22%）計算。

8.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126,370 69,330

遞延稅項開支 2,157 29,018

期內開支 128,527 98,348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本集團中國子公司由二零零八年一
月一日起的稅率為25%。

根據香港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公司首2,000,000港元盈利的稅率為8.25%，而超過2,000,000港元以上
的盈利之稅率為16.5%。未符合利得稅兩級制之公司的盈利繼續一律以稅率16.5%計算。於截至二零
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為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因為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應
課稅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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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除所得稅前利潤

除所得稅前利潤已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工資及薪金 203,491 150,98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7,841 16,567

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 231,332 167,548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831 2,767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324,292 2,187,25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使用權資產 36,894 36,942
— 自有資產 132,520 105,152

研發費用 34,638 236,261

10.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概無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獲批准且向本公司權益股東
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無）。

11.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人民幣
331,348,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06,344,000元）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849,701,000股（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19,362,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發行攤薄潛在普通股。每股基本盈利與
每股攤薄盈利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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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容許授予其貿易客戶平均30至45日的信貸期。以下為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後按貨品付運日
期（與各自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487,659 426,951

31至90日 14,973 70,642

91至365日 14,869 15,756

超過一年 177 —

517,678 513,349

下列為期╱年內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撥備變動：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期╱年初 16,976 10,674

期╱年內撇銷 — (781)

期╱年內（撥回）╱撥備 (505) 7,083

於期╱年末 16,471 1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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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票據

於報告期末按發行日期呈列的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85,837 189,852

91至180日 47,750 55,860

181至365日 2,774 37,543

136,361 283,25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貼現予銀行具全面追索權的應收票據為人民幣1,003,000元（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人民幣9,217,000元）。本集團繼續確認該等應收票據的全部賬面值
及將貼現收取的現金確認為貼現票據融資（附註16）。

14.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以下為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就貿易應付款項而言，於報告期末按收取貨物日期呈
列的賬齡。就應付票據而言，於報告期末按已發行日期呈列的賬齡。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912,855 892,605

91至365日 245,187 193,355

超過一年 26,646 10,973

1,184,688 1,096,933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所有應付票據均屬貿易性質，並將分別於
十二個月內到期。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若干銀行存款已作質押，作為授予本集團之應付票據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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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租賃負債

最低租賃付款 最低租賃付款的現值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2,308 1,880 1,301 877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2,070 1,824 1,115 863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5,724 5,500 3,179 2,889

超過五年 19,619 21,473 14,896 16,346

29,721 30,677 20,491 20,975

租賃負債的未來融資費用 (9,230) (9,702) — —

租賃負債的現值 20,491 20,975 20,491 20,975

減： 12個月內到期結算的款項 

 （於流動負債項下呈列） (1,301) (877)

12個月後到期結算的款項 19,190 20,098

本集團的租賃負債以出租人對價值人民幣20,491,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人民
幣20,975,000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押記作抵押。

於本中期期間，租賃現金流出總額為人民幣1,977,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
幣3,21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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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貼現票據融資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第三方的應收貼現票據（附註a） 1,003 9,217

來自本公司子公司的應收貼現票據（附註b） 1,570,900 1,236,000

合計 1,571,903 1,245,217

附註：

a. 該等借款透過貼現具追溯權的應收第三方票據取得。由於應收款項的所有權尚未轉讓予貸款銀
行，因此本集團繼續確認相關應收票據的賬面值（於附註13呈列）。

b. 該等借款透過貼現本集團旗下一間公司應收另一間公司的具追溯權集團內應收票據取得。由於
應收款項的所有權尚未轉讓予貸款銀行，因此本集團繼續確認相關應收票據的賬面值。然而，
相應的集團內應收票據在綜合入賬之時與本集團旗下的發票公司應付的原始票據對銷。對銷基
於董事有關該等集團內公司間應收票據及應付票據的風險及回報乃維持於本集團之內的判斷。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若干銀行存款已作質押，作為授予本集團的貼現票據融資的抵押。

17. 銀行借款

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新籌措貸款人民幣1,770,670,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
民幣2,243,014,000元），並已償還貸款人民幣1,716,613,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1,577,337,000元）。新籌措貸款按利率每年3.10%至6.57%計息（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2.00%至7.51%）。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為人民幣
1,741,399,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人民幣2,347,478,000元）已作出質押，作為授
予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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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公司債券

世紀陽光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完成發行公司債券。有關的七年期公司債券的最終發行規模為
人民幣500,000,000元，票息率為每年8.19%。有關的公司債券由中合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股份有限公司
作擔保，並附有以本集團投資物業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分別為人民幣66,508,000元及人民幣
87,542,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投資物業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分別為人民幣
71,976,000元及人民幣87,178,000元）訂立之反擔保安排，而餘額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償還。

19. 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就購置以下各項已訂約的資本開支：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2,349 207,075
— 於一間合夥企業的投資成本 196,315 393,815

338,664 600,890

20. 重新分類及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列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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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回顧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在政府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下，國內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階段。面
對新的形勢，集團全體幹部員工按照年初制定的「創新、突破、細節」這一管理主題，積
極面對新形勢、新業態、新挑戰，堅定不移地對外抓經營，對內抓管理，使企業經受住
了激烈市場競爭的衝擊，保持了較好的持續盈利能力。

為應對當前市場需求弱、行業競爭激烈、下游需求不振、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的態勢，
本集團從採購、生產、財務、銷售及物流等各個環節提升自身競爭力，包括開拓採購渠
道、提升生產工藝、優化財務結構、精準的市場開發和維護、提高物流效率等措施，在
有效降低成本的前提下，獲得了客戶的認可，保持了相對良好的市場份額。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本集團完成機制紙銷量73.4萬噸，較去年同期的61.4萬噸上升19.5%，實現收入
總額較去年同期上升34.2%至人民幣3,807.2百萬元。

本集團專注生產高品質、多規格的白面牛卡紙、塗布白面牛卡紙、紙管原紙及瓦楞紙等
包裝用紙的同時，集團始終堅持差異化發展戰略精耕細作市場，致力於滿足不同客戶群
體的各種需求。除集團自主研發並擁有多項知識產權的白面牛卡紙、塗布白面牛卡紙產
品仍貢獻公司主要生產產能外，隨著集團新投產的瓦楞產品線產能逐步釋放，瓦楞紙已
成為公司新的收入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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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疫情在中國雖已總體受控，但境外的疫情防控形勢仍不容樂觀，其對全球經濟造成的深
遠影響不可估量。同時禁止廢紙進口政策的實施將對本集團原材料供應、產品質量及工
藝流程等產生進一步的影響。

面對複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本集團將繼續探索原料結構的優化調整並尋找新的替代原
料以保障充足的供應。包裝紙產品仍是本集團的主要核心產品。本集團致力為客戶提供
高質量的產品，同時積極響應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相關政策，落實節能減排，實現經
濟發展與生態平衡的共贏。

隨著新項目瓦楞紙生產線產能的進一步釋放及第二條產線的投產，本集團的產品結構將
進一步優化，為集團的發展帶來更大的機遇。同時集團將進一步提高數字化水平、打造
智能製造工廠，為客戶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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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收入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之總收入為人民幣3,807.2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人
民幣2,837.2百萬元增加34.2%。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紙品平均售價及銷量均有所增加。紙品銷售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增加35.2%至人民幣3,682.3百萬元，銷量約為734,000噸，而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則為人民
幣2,722.7百萬元及約614,000噸。

下表載列不同業務分部於所示期間的銷售額及毛利率：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人民幣千元 毛利率(%)
佔總收入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毛利率(%)

佔總收入 
百分比

白面牛卡紙 843,904 30.0 22.2 677,924 26.4 23.9
塗布白面牛卡紙 1,210,287 31.8 31.8 913,256 24.2 32.2
紙管原紙 364,067 19.8 9.5 308,177 23.6 10.9
專用紙品 1,264,007 7.9 33.2 823,331 13.5 29.0

紙品銷售小計 3,682,265 22.0 96.7 2,722,688 21.5 96.0
電力及蒸汽銷售 124,981 7.8 3.3 113,237 21.1 3.9
其他 — — — 1,229 86.6 0.1

總收入 3,807,246 21.0 100 2,837,154 2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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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3,006.5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2,227.2百萬元增加35.0%。銷售成本的增加與收入增加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610.0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
幣800.7百萬元。期內本集團的利潤率較去年同期有所減少，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21.5%
降低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21.0%。

其他損益項目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其他收入人民幣126.3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人民幣90.5百萬
元）主要包括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人民幣14.0百萬元、從一家合營企業賺取之利息收入人
民幣8.5百萬元、政府補助人民幣93.9百萬元、租金收入人民幣1.8百萬元、酒店及餐飲服
務收入人民幣2.1百萬元及物流服務收入人民幣6.0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其他虧損人民幣32.5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其他收益人民幣7.4
百萬元）主要包括銷售廢料收益人民幣10.4百萬元、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人民幣
25.3百萬元、匯兌虧損淨額人民幣1.4百萬元、其他應收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人民幣
1.7百萬元、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人民幣17.2百萬元、撥回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
虧損人民幣0.5百萬元及其他收益人民幣2.2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分銷及銷售開支為人民幣160.5百萬元，而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則為人
民幣136.1百萬元。所佔收入的比重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4.8%下降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的4.2%。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197.9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54.0
百萬元增加28.5%。所佔收入的比重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5.4%下降至二零二一年上半
年的5.2%。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融資成本為人民幣77.0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98.4
百萬元下降21.7%。所佔收入的比重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3.5%下降至二零二一年上半
年的2.0%。下降主要由於貼現票據融資以及銀行貸款及貼現票據融資的加權平均借款利
率下降。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我們分佔合營企業陽光王子（壽光）特種紙有限公司利潤人民幣9.6
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分佔虧損人民幣4.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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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98.3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128.5百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及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實際稅率分別為27.7%及31.3%。

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基於上述因素，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為人民幣331.3百萬元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人民幣206.3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營運資金、資產負債比率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主要用經營所得現金、銀行借貸及由中國商業銀行提供的信貸融資為營運撥資。
本集團擁有充足現金及可供動用的銀行融資以應付資本承擔及營運資金需求。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受限制銀行存款、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2,436.0
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53.7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債務包括銀行及其他借款、租賃負債及公司債券合共人民幣3,146.9百萬元（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917.4百萬元）。淨資產負債比率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33.9%減少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18.4%。

存貨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635.7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
人民幣734.2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存貨週轉天數為41天，而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為49天。

貿易應收款項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513.3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的人民幣517.7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為25天，而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為35天。我們一般給予客戶30至45日左右之信貸期。

貿易應付款項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人民幣814.3百萬元增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之人民幣866.8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為51天，而二
零二零年上半年為78天。

流動比率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0.65倍增加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0.7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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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比率附註

(1) 存貨週轉天數相等於存貨於相關期間的期初及期末結餘的平均值除以相關期間的銷售成本再乘以182

天。

(2) 貿易應收款項週轉天數相等於貿易應收款項於相關期間的期初及期末結餘的平均值除以相關期間的
收入再乘以182天。

(3) 貿易應付款項週轉天數相等於貿易應付款項於相關期間的期初及期末結餘的平均值除以相關期間的
銷售成本再乘以182天。

(4) 流動比率相等於期末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5) 淨資產負債比率相等於期末銀行及其他借款、融資租賃承擔及公司債券的總額，扣除銀行及現金結
餘以及受限制銀行存款，除以總權益。

資本開支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資本開支為約人民幣54.2百萬元，主要涉及新瓦楞紙生產線收購
設備及土地，以及建設配套設施。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以及合夥企業的投資成本已訂約的資本承擔為人民幣338.7百萬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為人民幣1,828.9百萬元之資產及公允價值為人
民幣66.5百萬元之投資物業已抵押，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租賃負債及公司債券之擔保
或抵押品。

匯兌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功能及申報貨幣為人民幣，換算財務報表概不會產生匯兌差額。此外，本
集團主要以人民幣進行商業交易，而且以外幣計值的銀行結餘金額微不足道，因此本集
團在經營層面之匯兌風險並不重大。

然而，本公司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以及預備於有需要時採取對沖等審慎措施。



– 24 –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達致高水準的企業管治。董事相信，健全及合理的企業管治常規對本集團壯
大及保障和優化股東的權益實屬關鍵。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
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作守則。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
均確認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檢討及監督本公
司的財務報告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
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單雪艷女士、王澤風先生及焦捷女士。單雪艷女士是
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經已審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及中期報告，並與本公司管理層商討財務事宜。本公司的核數師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
所有限公司亦已根據由國際會計師聯合會頒佈的國際審閱聘用協定準則第2410號「由實
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約4,600名僱員。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員工成本
為人民幣231.3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人民幣167.5百萬元）。本集團的酬金政策旨在
吸引、挽留並激勵有才能的人士。其原則在於按僱員表現制定反映市場標準的薪酬。一
般而言，僱員的薪酬待遇乃根據其工作性質及職位並參考市場標準釐定。僱員亦可獲享
若干福利待遇。本集團將根據若干因素，包括市場變化及本集團的業務發展方向對酬金
政策進行調整，以達致本集團的營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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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零）。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股份。

於聯交所網站刊發中期報告

本公佈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sunshinepaper.com.cn)，而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一切資料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在聯交所網站及本
公司網站刊登。

致謝

董事會藉此機會感謝股東、業務夥伴及全體僱員一直以來的支持。

承董事會命
中國陽光紙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東興

中國，濰坊，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王東興先生、施衛新先生、王長海先生、張增國先生 
及慈曉雷先生

非執行董事： 吳蓉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單雪艷女士、王澤風先生及焦捷女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