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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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Da Sen Holdings Group Limited
大森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80）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公告

董事會謹此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

財務摘要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35,664 499,563 (12.8%)

毛利 55,493 97,251 (42.9%)

毛利率 12.7% 19.5%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綜合收益 19,273 50,143 (61.6%)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2.15分 6.59分 (67.4%)

就年度建議的股息 — —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董事會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如文義所指且僅就本公告而言，本公告對中國的提述

不包括台灣、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或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本公司」 大森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香港的法定貨幣港元
「人民幣」 中國的法定貨幣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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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概覽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在中國製造及銷售以木材為原材料的膠合板產品及木製生物質
顆粒。本集團的膠合板產品主要以楊木為原材料，而本集團使用木渣（又名三剩物）生
產木製生物質顆粒。

本集團策略性地位於中國山東省菏澤市，以就近取得當地豐富的楊木（本集團的主要
原材料）供應。本集團亦充分利用原材料及自動化生產線以控制生產成本及維持高環
保標準。本集團現有的管理團隊重視膠合板產品及木製生物質顆粒產品的嚴格質量
控制，從而不斷提高客戶的認可度，對本集團業務增長作出重大貢獻。

膠合板產品

本集團的膠合板產品包括家具板、生態板（又名三聚氰胺貼面板）及實木多層板，主要
以楊木為原材料。客戶一般使用本集團的膠合板產品作為室內裝修或家具製造的材
料，而若干客戶對其下游客戶買賣本集團的膠合板產品。這三種類型的膠合板產品對
本集團客戶的服務功能類似，主要區別在於若干規格，例如水分含量、硬度及耐水性
能。本集團的總收益主要來自膠合板產品的銷售，佔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總收益約86.9%。

鑑於本集團生產基地在中國山東省菏澤市的策略位置，當地楊木資源豐富，為本集團
的膠合板產品製造提供持續堅實的供應基礎。

本集團膠合板產品的客戶主要是家具製造商、設備製造商、裝修或翻修公司及包裝材
料生產商等終端用戶，還有一些貿易公司從本集團採購膠合板產品進行加工或無加
工轉銷至下游客戶。本集團膠合板產品的大多數客戶位於華東地區和華南地區。本集
團在膠合板產品方面擁有龐大的客戶基礎，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共有117名膠合板產品客戶，其中五大客戶貢獻膠合板產品總收益的3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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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製生物質顆粒

本集團使用木渣（又名三剩物）生產木製生物質顆粒。與其他傳統形式的燃料（如煤）相
比，木製生物質顆粒是一種比較清潔的燃料。與傳統燃料相比，因為其固體性質及較
小尺寸，木製生物質顆粒在運輸、儲存、可燃性及排放方面亦具有競爭優勢。木製生
物質顆粒無硫無磷，因此燃燒後不會釋放污染氣體和物質。這使木製生物質顆粒成為
新一代的代表性燃料之一。客戶通常使用本集團的木製生物質顆粒作為燃料產生能
源或向其下游客戶進行交易。

本集團使用木渣作為原材料生產木製生物質顆粒。本集團最初使用膠合板產品生產
過程中內部產生的木渣。該等內部產生的木渣作為免費原材料用以生產木製生物質
顆粒，為本集團帶來協同效應。本集團使用完所有內部產生的木渣後，向當地附近木
材產品製造商採購木渣。鑑於中國山東省菏澤市有豐富楊木資源，當地有大量木材產
品製造商，因此本集團用於生產木製生物質顆粒的木渣供貨充足，成本較低。

本集團木製生物質顆粒的客戶主要是終端用戶，只有少數貿易公司從本集團採購木
製生物質顆粒轉銷至其下游客戶。本集團木製生物質顆粒大部分客戶均位於華東及
華南地區。本集團維持多元化的木製生物質顆粒客戶群，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共有46名木製生物質顆粒客戶，其中五大客戶貢獻木製生物質顆
粒總收益的45%以下。

近期發展

由於本公司識別的若干地塊在取得國有土地使用證上延誤，故去年新生產工廠建造
延誤。直至取得國有土地使用證前不得建造生產工廠。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已近期在申
請國有土地使用證程序上取得進展，而董事預期生產工廠可於可見未來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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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中央人民政府近期出台多項治理中國污染的環保措施。該等措施為中國製造業帶來
挑戰，因為對製造過程的要求更為嚴格，導致製造公司的生產成本上升。其亦對本集
團的供應商造成影響，尤其是膠合板產品的小型供應商。因此，本集團膠合板產品及
木製生物質顆粒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較低。本集團管
理層預期該等環保措施將會持續，故本集團於可預見未來將面臨類似的毛利率壓力。

除本集團產品的生產成本日益增加外，本集團亦正就本集團產品銷售面臨競爭市場。
本集團的產品至今僅用於國內消費，故本集團產品的銷售表現受中國經濟高度影響。
本集團的膠合板產品及木製生物質顆粒被國內製造商視為生產的原材料。鑒於該等
製造商正面臨市場增長的不明朗因素，彼等於彼等的生產計劃上更加保守，亦在採購
原材料上採納成本節約策略。因此，本集團在提升本集團產品售價以將正增加的生產
成本轉嫁予該等製造商（即本集團的客戶）上面臨困難。儘管本集團的木製生物質顆
粒被視為潔淨及新替代能源之一，符合中央人民政府的近期環境政策，惟其生產成本
及交付成本相對其他傳統能源較高，成為潛在買家的障礙。董事已在本集團木製生物
質顆粒市場於可見將來的潛在增長上變得更加保守。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499.6百萬元下跌約12.8%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約人民幣435.7百萬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膠合板產品及木製生物質顆粒的銷售均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下跌。

來自銷售膠合板產品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401.2

百萬元下跌約5.6%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378.7百萬元。
有關減少主要由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導致膠合板產品的競爭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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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木製生物質顆粒銷售由截至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98.4百萬元下跌約42.1%至約人民幣56.9百萬元。
有關減少主要於製造商提高對能源的成本意識以維持有關經濟增長放緩環境下彼等
的產品的利潤。

毛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有所下滑，由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9.5%轉為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
12.7%。毛利率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央人民政府
採納更嚴厲的環保政策引致更高的生產成本及原材料採購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

本集團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為拯救匱乏自然資源及保護環境而
頒佈的政策，退還銷售木製生物質顆粒產生之增值稅所得收入，以及銷售楊木板芯
（即來自本集團膠合板產品生產的殘留物）所得收入。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收入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到的增值稅退稅減少所致。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面對額外生產成本，木製生物質顆粒的毛利率下滑，因而就生產
及銷售木製生物質顆粒支付的增值稅減少，導致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收到的增值稅退稅減少。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約人民幣0.7百萬元，
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6百萬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0.9百萬元。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期間，就中國福建省新銷售辦公室所產生的設置成本導致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較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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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3.8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4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6.2百萬元。有關增加主要由於以下事項所致：(i)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授予執行董事的董事薪酬增加約人民幣1.4百萬元；及(ii)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研發功能開支增加約人民幣1.0百萬元。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結餘指年內錄得之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乃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貿易債務人結算放緩，錄得額外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約人民幣1.6百萬元。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約人民幣4.4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4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約人民幣5.8百萬元。有關財務成本增加主要由於以下事項的淨影響所致：
(i)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由於人民幣兌港元貶值，來自以港元列示借款
的外匯損失之增加約為人民幣2.3百萬元；(ii)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由於較少銀行借款，中國當地金融機構的已扣除利息減少約為人民幣1.8百萬元；
及(iii)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發行的債券餘額平均較高，導致債
券融資成本增加約人民幣1.0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9.2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11.9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7.3百萬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內於中國賺取的經營溢利減少所致。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整體實際稅率維持於相若水平。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實際稅率約為27.6%（二零一七年：
27.7%）。

股東應佔總綜合收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股東應佔總綜合收益由截至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50.1百萬元減少約61.6%至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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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9.3百萬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內膠合板產品及木製生物質顆粒的毛利率減少所致。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投入約人民幣1.3百萬元，於我們現有
生產設施所在地中國山東省菏澤市建設新膠合板產品生產設施。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值約人民幣54.2百萬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已抵押予金融機構以取得若干墊款予本集團的銀行借款。

存貨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存貨結餘包括膠合板產品及木製生物質顆粒
的原材料、在製品及製成品。存貨結餘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89.0百
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9.0百萬元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08.0百萬元，主
要由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更多膠合板產品的在製品及製成品，因為於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所收到的購買單訂及於二零一九年第一季的已估算銷售。

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結餘主要指膠合板產品客戶的未償還
結餘。扣除減值撥備前的貿易應收款項結餘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53.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42.3百萬元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95.5百萬
元。貿易應收款項結餘的增加主要由於客戶繳款的延遲，其主要因為於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所導致。

鑑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結餘增加，本集團已對大部
分主要客戶進行特定減值評估，及因此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
結餘減值撥備約人民幣7.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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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74.3百萬元減少約人民
幣26.0百萬元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8.3百萬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結餘減少主要由於購買原材料的付款導致存貨水平（主要為在製品）增加約人民幣19.0

百萬元，以及土地使用權及擴充膠合板產品生產設施的生產工廠的資本投資增加約
人民幣2.8百萬元。

借款

本集團主要透過銀行及個人債券持有人進行債務融資。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自於中國的銀行獲得的銀行借款由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27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41百萬元。所有銀行借款屬即期性
質，並須於到期時重續。賬面值約人民幣22.4百萬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以
及土地使用權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墊款予本集團的銀行借款。

除銀行借款外，本集團已向若干個人發行長期普通債券作為本集團融資的另一種渠
道。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本金總額約人民幣28.9百萬元的債券發
行在外。本集團所發行的債券屆滿期間介乎於六個月至7.5年之間。本集團視彼等為本
集團短期借款的補充以支持本集團的長期擴展。

所有借款均為固定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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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435,664 499,563

銷售成本 (380,171) (402,312)  

毛利 55,493 97,251

銷售及分銷開支 (861) (1,603)

行政開支 (26,190) (23,778)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1,590) (3,540)

其他收入 4 5,957 7,965

其他虧損 — 淨額 5 (356) (2,494)  

經營溢利 32,453 73,801

財務收入 9 1,051

財務成本 (5,840) (5,489)  

財務成本 — 淨額 7 (5,831) (4,438)  

除所得稅前溢利 26,622 69,363

所得稅開支 8 (7,349) (19,220)  

年內溢利 19,273 50,143

其他綜合收益 — —  

本公司股東應佔年內總綜合收益 19,273 50,143  

本公司股東應佔年內溢利的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分列示）

— 基本及攤薄 9 2.15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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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4,549 25,106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1,089 164,417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07 920
預付款項 11 5,939 3,150  

193,284 193,593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07,990 88,95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93,743 159,57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8,298 74,263  

350,031 322,790  

總資產 543,315 516,383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2 7,906 7,906
股份溢價 12 185,321 185,321
其他儲備 13 52,942 50,888
保留盈利 206,118 188,899  

總權益 452,287 433,01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4 23,847 22,709
遞延收入 369 393
遞延所得稅負債 506 26  

24,722 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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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12,653 17,634
即期所得稅負債 8,274 14,998
借款 14 45,379 27,609  

66,306 60,241  

總負債 91,028 83,369  

總權益及負債 543,315 51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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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山東省菏澤市從事製造及銷售膠合板及木製生物質顆粒。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2. 編製基準和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i) 編製基準

  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本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
披露要求編製。

  歷史成本法

合併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確認編製，惟初步按公平值確認及其後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
成本計量之若干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除外。

本公告內呈列的財務資料乃摘錄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財
務報表。

 (ii)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的財政年度首次應用以下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金融工具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 客戶合約收益

•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本

•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 詮釋第22號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本集團須變更其會計政策並作出若干調整。以上所列的大
部分其他修訂本並無對已於以往年度確認的金額造成任何影響及預期不會對本期間或未來
期間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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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和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ii)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時一般並不會重列任何比較資料。本集團以經修訂追溯法應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因此，新減值規則所引起的調整並無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合併資產負債表內反映，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合併資產負債表確認。

本集團以經修訂追溯法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意指採納準則之累計影響（如有）將於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保留盈利確認，而該等比較資料將不予重列。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並無導致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對
保留盈利作出調整，且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並無對合併
綜合收益表造成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採納的影響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時一般並不會重列任何比較資料。因此，新減值規則所引起的
調整並無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資產負債表內反映，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
日的期初合併資產負債表確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中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確認、分類
及計量、金融工具的終止確認、金融資產及對沖會計處理減值的條文。

由於本集團並無擁有以下各項，故對其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並無重大影響：

• 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債務工具；

• 分類為持有至到期日及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工具；

•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計量的股權投資

由於新規定僅影響指定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計量之金融負債的會計處理及本集團並無任何須
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此類負債，故對本集團金融負債的會計處理並無影響。

終止確認的規則已由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轉移且並無變動。

本集團擁有須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新預期信貸虧損模式的產品銷售貿易應收款項，
及本集團就該等應收款項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其減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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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和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ii)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採納的影響（續）

根據所進行的評估，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辨識貿易應收款項的進一步
虧損撥備，因此並無需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期初虧損撥備作出調整。

儘管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其他應收款項亦須遵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減值規定，惟並
無已辨識重大減值虧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應用的會計政策

  金融資產 — 減值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以前瞻性基準評估與按攤銷成本列賬的債務工具有關的
預期信貸虧損。所應用的減值方法取決於其信貸風險是否有顯著增加。

對於貿易應收款項，本集團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批准的經修訂追溯法，其要求自
應收款項初始確認起確認預期全期虧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 採納的影響

本集團以經修訂追溯法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意指採納準則之累計影響（如有）將於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保留盈利確認，而該等比較資料將不予重列。

本集團有責任為標準質保期內的瑕疵產品提供退款。於銷售時使用累計經驗估算有關退貨。
由於種類繁多及單個產品的價值為低，故退貨金額並不重大。已確認累計收益發生重大撥回
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概無就退貨確認退款負債。本集團於各報告日期重新評估該假設之有
效性及對退貨金額的估計。

本集團並無推出任何客戶忠誠計劃或根據一段時期內的總銷量而推出批量折扣。

本集團於履行合約並無產生應予資本化的成本，乃由於彼等直接與合約有關、產生用於履行
合約的資源及預期將獲收回。

本集團並無任何自所承諾貨品轉讓予客戶至客戶付款之期間超過一年的合約。因此，本集團
並無就貨幣時間價值調整任何交易價格。

因此，因對產品銷售收益確認的時間不變，故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並無對期內溢利
產生任何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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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和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ii)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應用的會計政策

  收益確認

本集團製造及於市場銷售膠合板及木製生物質顆粒。

銷售乃於產品的控制權已於交付予客戶時轉讓及概無可能影響客戶接納產品的未履行責任
時獲確認。當產品已由客戶指定的運輸公司提取時即交付。過時及虧損的風險已轉移至客
戶，以及客戶已根據銷售合約接納產品、接納條文已失效或本集團有客觀證據證明均已達成
所有接納條件。

應收款項乃於貨物由客戶指定的運輸公司提取時獲確認，由於該時點正是付款到期前僅待
時間流逝而使代價成為無條件之時。

 (iii) 尚未採納之新訂準則及詮釋

若干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報告期間的新訂準則及詮釋已頒佈但尚未強制應用且
尚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本集團對該等新訂準則及詮釋的影響之評估乃載列如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租賃

  變動的性質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已於二零一六年一月頒佈。由於經營租賃與融資租賃的區分被撇
除，因此幾乎所有租賃均由承租人於合併資產負債表中確認。根據新訂準則，以資產（租賃
項目之使用權）及金融負債繳納租金均獲確認，僅短期及低值租賃屬例外情況。

  影響

本集團已設立一隊項目團隊，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新租賃會計規則審閱本集
團於年內的所有租賃安排。該準則將主要影響本集團經營租賃的會計處理。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為人民幣1,037,000元。本
集團預期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使用權資產約人民幣990,000元及租賃負債人民幣
1,037,000元（經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確認預付款項及應計租賃付款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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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和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iii) 尚未採納之新訂準則及詮釋（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租賃（續）

  影響（續）

然而，本集團正評估是否須就（例如）對可變動租賃款項以及延長及終止選項的不同處理方
法而作出其他調整（如有）。因此，仍不能估計於採納新訂準則時將予確認的使用權資產及租
賃負債的金額，以及其後如何影響本集團的綜合收益及現金流量的分類。

  本集團的採納日期

本集團將自其強制採納日期（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應用該準則。本集團擬應用簡化過渡
方式及將不予重列首次採納前之年度的比較數字。物業租賃的使用權資產將按猶如新規則
一直獲應用的過渡而計量。所有其他使用權資產將於採納時按租賃負債的金額計量（已就任
何預付或應計租賃開支作調整）。

除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外，並無任何其他尚未生效的準則及預期將對本集團目前及未
來報告期間及可見未來交易造成重大影響。

3. 收益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膠合板銷售 378,729 401,176

木製生物質顆粒銷售 56,935 98,387  

435,664 49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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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膠合板芯 2,991 3,626

增值稅（「增值稅」）退稅（附註） 2,692 4,285

與開支有關的政府補助 250 —

政府補助相關的遞延收入攤銷 24 24

其他 — 30  

5,957 7,965  

附註：  根據山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的批准，本集團一間製造木製生物質顆粒的附屬公司
有權就其產品銷售享受增值稅退稅，而該等產品涉及資源綜合利用。

5. 其他虧損 — 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匯虧損淨額 294 2,366
捐款 5 8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 (14)
其他 57 57  

356 2,494  

6.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23,986) (20,804)

所用的原材料及消費品 382,620 397,894

僱員福利開支 28,001 26,761

折舊及攤銷 6,406 6,243

公用事業 4,971 6,053

稅項及徵費 3,133 3,540

核數服務 1,700 1,902

其他開支 4,377 6,104  

銷售虧損、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總額 407,222 42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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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收入及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收入：
—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9) (17)
— 融資活動產生的外匯收益淨額 — (1,034)  

小計： (9) (1,051)  

財務成本：
— 銀行借款利息開支 2,956 4,731
— 債券利息開支 1,697 737
— 融資活動產生的外匯虧損淨額 1,187 —

— 融資租賃利息開支 — 21  

小計： 5,840 5,489  

財務成本淨額 5,831 4,438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7,656 19,043

遞延所得稅 (307) 177  

所得稅開支總額 7,349 19,220  

 (i) 開曼群島利得稅

本公司無需繳納任何開曼群島稅項。

 (ii) 英屬處女群島利得稅

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的國際商業公司法
註冊成立，因此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iii) 香港利得稅

因本集團並無賺取或源自香港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的年內適
用稅率為16.5%（二零一七年：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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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續）

 (iv)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乃就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實體的應課稅收入計提。企業所得稅的年內稅率為25%

（二零一七年：25%）。

 (v) 中國預扣所得稅

根據新修訂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境外成立的直接控股公司須繳10% 的預扣稅。倘若中
國與境外直接控股公司所屬司法權區間訂有稅務協定安排，則可按較低預扣稅率繳稅。年
內，並無計提任何預扣稅，原因是本公司董事已確認，本集團預期中國附屬公司在可預見未
來不會分派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保留盈利。

本集團就除稅前溢利的稅項，與採用綜合實體溢利的適用稅率而應產生的理論稅額的差額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26,622 69,363  

按各年度所產生溢利適用的境內稅率計算的所得稅 6,656 17,341

以下各項的稅務影響：
—不可扣稅開支 1,063 2,671

—無須課稅收入 (1,196) (1,395)

—未確認稅項虧損 826 603  

所得稅開支 7,349 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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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a) 基本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年內本公司股東
應佔溢利除以全年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股東應佔溢利 19,273 50,143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以千股計） 896,400 760,547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分） 2.15 6.59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透過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以假設所有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
股獲轉換計算。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原因是於年內並無對本公司普通股具攤薄影響的未到期工具。

10. 存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28,459 33,410

在製品 36,581 15,236

製成品 42,950 40,309  

107,990 88,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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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95,495 153,180
減：減值撥備 (7,822) (6,232)  

貿易應收款項淨值 187,673 146,948
預付款項

— 原材料預付款項 5,067 11,669
— 土地使用權預付款項 5,939 3,150
其他應收款項 1,003 955  

199,682 162,722
減：預付款項（非流動） (5,939) (3,150)  

193,743 159,572  

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 116,517 91,577
4至6個月 47,059 29,266
7至12個月 9,429 26,044
超過1年 22,490 6,293  

195,495 153,180  

本集團擁有眾多客戶，主要位於福建省、廣東省及浙江省。貿易應收款項不存在集中信貸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銷售存在信貸期。擁有良好還款記錄的大客戶一般獲提供不超過六個月的信貸期。

本集團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經修訂追溯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就所有貿易應收款項作出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並無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進一步虧損撥備。

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面值主要以人民幣計值，於資產負債表日期與其公平值相若。於
報告日期信貸風險的最大敞口為上述應收款項的賬面值。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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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及股份溢價

金額 
普通股數目 股本 股份溢價 總計

千股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720,000 6,393 95,750 102,143

通過行使超額配股權發行股份(a) 27,000 242 15,262 15,504

配售新股份(b) 149,400 1,271 74,309 75,580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96,400 7,906 185,321 193,227    

附註：

(a)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六日，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首次公開發售本公司股份有關
的超額配股權的行使按價格0.70港元合共發行27,000,000股本公司股份。所籌集款項總額為
18,900,000港元（約人民幣16,907,000元）。交易成本人民幣1,403,000元計入股份溢價賬。

(b)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按價格0.60港元發行149,400,000股本公司股份。所籌
集款項總額為89,640,000港元（約人民幣75,777,000元）。交易成本人民幣197,000元計入股份溢
價賬。

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總數由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為0.01港元的普通股組成。

13. 其他儲備

資本儲備(a) 法定公積金(b)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26,889 18,237 45,126

撥入法定公積金的溢利 — 5,762 5,762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889 23,999 50,888

撥入法定公積金的溢利 — 2,054 2,054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889 26,053 52,942   

 (a) 資本儲備

資本儲備乃指創始股東於過往年度向雄英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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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儲備（續）

 (b) 法定公積金

法定公積金乃指於中國之附屬公司的法定盈餘公積金。本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
須自年內溢利中，經抵銷根據中國會計規例釐定的過往年度結轉累計虧損後以及於向股東
分派盈利前，提撥法定公積金。向法定公積金撥款的百分比乃按照中國相關規例比率10%釐
定或由中國附屬公司董事會全權決定，而倘累計資金達附屬公司註冊資本的50%或以上，則
可選擇是否作進一步提撥。法定盈餘儲備公積金可用作抵銷往年的虧損或發行紅股，倘該公
積金結餘於發行紅股後不少於該實體註冊股本的25%。

14. 借款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

債券(a) 23,847 22,709  

流動

一年期債券(a) 4,379 609

短期銀行借款 — 有抵押(b) 41,000 27,000  

45,379 27,609  

借款總額 69,226 50,318  

 (a) 債券：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按面值總額5,000,00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
4,439,000元）發行短期債券，按固定年利率15%計息。該等債券將於6個月間到期。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已發行長期債券，面值總額為
28,0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23,405,000元），固定利率介乎每年6%至6.5%。債券將於3至7.5年
內到期。

該等債券的公平值於資產負債日期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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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借款（續）

 (a) 債券：（續）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債券須按以下時間償還：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以內 4,379 609

2至5年 8,550 8,356

5年以上 15,297 14,353  

28,226 23,318  

 (b) 短期銀行借款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借款的抵押物包括本集團土地使用權（賬面淨
值為人民幣22,415,000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22,972,000元）、本集團廠房（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54,228,000元（二零一七年：人民幣56,213,000元）。借款亦由關聯方提供擔保。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銀行借款的加權平均實際年利率為7.61%（二零一
七年：7.80%）。

本集團銀行借款的賬面值以人民幣計值，於資產負債表日期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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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應付稅項 3,586 3,670

應付僱員福利 3,066 4,587

應付利息 772 —

客戶墊款 465 827

貿易應付款項 282 4,916

其他 4,482 3,634  

12,653 17,634  

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 282 4,864

4至6個月 — 52  

282 4,916  

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於資產負債表日期與其公平值相若，且主要以人民幣計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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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末期股息。

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審閱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信納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
守則的守則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
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核工作的範圍

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公告所載財務資料與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其已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審核）所列數額核對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
所進行的保證應聘服務，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未就本公告發表任何保證。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於香港舉行。股東週年
大會通告將於適時刊發及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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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
十一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
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一）（香港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
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供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承董事會命
大森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柯明財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柯明財先生、王松茂先生、張啊阳先生及吳仕燦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LIN Triomphe Zheng先生、邵萬雷先生及王玉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