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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
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
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GEM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
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GEM上市公司的新興性質使然，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
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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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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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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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上
海青浦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料。本公司之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
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
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備，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
亦無遺漏其他事項，以致本報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報告有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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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周金輝先生
史惠星先生
周國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宋子章先生
王國忠先生
楊春寶先生

審核委員會

楊春寶先生
宋子章先生
王國忠先生

授權代表

陳智偉先生
史惠星先生

公司秘書

陳智偉先生

核數師

天健德揚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華新支行
上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固支行

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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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樓

註冊辦事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上海市青浦區
華新鎮
紀鶴路 1988號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北角
英皇道 510號
港運大廈 26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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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上海青浦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收入約為
人 民 幣31,008,000元，較 二 零 一 七 年 同 期 減 少 約 人 民 幣 5,240,000元，跌 幅 約
14.5%。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
民幣2,079,000元，而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則約為人民幣
25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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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15,142 19,852 31,008 36,248
銷售成本 (10,887) (14,149) (23,605) (26,661)

    

毛利 4,255 5,703 7,403 9,587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80 148 480 796
銷售及分銷開支 (712) (995) (1,311) (1,960)
行政開支 (3,518) (3,462) (7,803) (7,665)
財務費用 – (16) (5) (21)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05 1,378 (1,236) 737

所得稅開支 6 (526) (445) (617) (564)
    

期間（虧損）╱溢利及期間全面
 （虧損）╱溢利總額 (421) 933 (1,853) 173

    

下列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717) 472 (2,079) (255)
 非控股權益 296 461 226 428

    

(421) 933 (1,853) 173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8
 — 基本（人民幣分） (0.39) 0.25 (1.11) (0.14)

    

 — 攤薄（人民幣分） (0.39) 0.25 (1.11)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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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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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8 13,915
投資物業 23,270 23,270
預付土地租賃款 107 109
商譽 9 4,211 4,211
無形資產 1,305 1,395

  

非流動資產總值 42,181 42,900
  

流動資產
存貨 12,965 12,151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28,459 28,60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336 4,014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997 997
受限制現金結餘 – 1,2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817 23,358

  

流動資產總值 67,574 70,40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10,407 10,24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323 7,010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2 906 906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1,451 1,451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798 2,798
應付稅項 123 292

  

流動負債總值 21,008 22,704
  

流動資產淨值 46,566 47,70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8,747 9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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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8,747 90,60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393 5,393

  

非流動負債總值 5,393 5,393
  

資產淨值 83,354 85,20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實繳資本 18,743 18,743
儲備 64,341 66,420

  

83,084 85,163

非控股權益 270 44
  

權益總額 83,354 8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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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本 股份溢價 * 資本儲備*

法定
公積金*

任意
公積金*

資產重估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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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8,743 10,910 43,655 6,786 1,500 11,299 (7,730) 85,163 44 85,207

期間溢利╱（虧損）及期間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 – – (2,079) (2,079) 226 (1,853)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18,743 10,910 43,655 6,786 1,500 11,299 (9,809) 83,084 270 83,35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8,743 10,910 43,655 6,661 1,500 11,299 (7,375) 85,393 (1,019) 84,374

期間溢利╱（虧損）及期間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 – – (255) (255) 428 173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18,743 10,910 43,655 6,661 1,500 11,299 (7,630) 85,138 (591) 84,547

          

* 該等儲備賬包括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之綜合儲備約人民幣64,341,000元（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人民幣 66,395,000元）。



– 7 –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所用）╱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 (2,642) 417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流量淨額 (183) (30)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流量淨額 – (1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2,825) 27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358 17,512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533 1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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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上海青浦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後於二零零
零年十二月一日轉型為有限責任公司，並更名為上海青浦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
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上海市青浦區華新鎮紀鶴路1988號，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
香港北角英皇道 510號港運大廈 2605室。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發行55,560,000股新H股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GEM上市。

期內，本集團的主要業務載列於附註 3。

董事認為，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聯城消防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聯城」），最終控股公司則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浙江恒泰房地產有限公司（「浙
江恒泰」）。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以及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編製。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法
編製，惟按公平價值計量之投資物業除外。

除採納下文所述會計政策以及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
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該等準則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並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會計年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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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合約收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的澄清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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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未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內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 租賃 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1

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影響。採納上述準則、
修訂本及詮釋預期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根據所提供產品及服務組織其業務單位，並分為下列七個（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七個）可報告經營分部：

(i) 消防器材分部 — 生產及銷售壓力容器（包括消防設備產品及壓力容器產品）；

(ii) 檢查服務分部 — 提供防火技術檢查服務；

(iii) 溝槽件分部 — 生產及買賣鑄鐵溝槽件（於期內暫無業務）；

(iv) 買賣分部 — 買賣潔具及其他產品及佣金收入；

(v) 水族用品分部 — 銷售水族用品；

(vi) 海上消防分部 — 安裝及檢測海上消防器材；及

(vii) 物業投資分部 — 為租金收入潛力投資於辦公室樓宇及工業物業。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策。分
部表現乃根據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其為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予以評估。
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乃貫徹以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計量，惟利息收入及融資
成本以及總部及企業開支不包含於該計量。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營運。本集團逾90%之收入源自在中國銷售產品及提供服務，而本集
團逾90%之資產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按地區分部就可報告分部作進一步披露。

分部負債不包括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來自直接控股公司貸款、應付非控股權益及一
間關連公司之款項、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乃由於該等負債以集團為基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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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消防器材 海上消防 檢查服務 水族用品 買賣 物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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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銷售╱提供服務 16,479 4,576 5,138 4,793 22 – 31,008
租金收入總額 – – – – – – –       

16,479 4,576 5,138 4,793 22 – 31,008       

分部業績 (3,663) 327 1,236 1,182 5 – (913)
對賬：
利息收入 21
來自投資產品之收入 –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344) 

除稅前虧損 (1,236) 

分部資產 51,365 8,202 10,768 7,579 8,571 23,270 109,755
未分配資產 –

 

資產總值 109,755
 

分部負債 9,669 2,969 1,907 635 550 – 15,730
未分配負債 10,671

 

負債總值 26,401 

資本開支* 51 – – 119 – – 170
折舊及攤銷 523 – 99 229 – –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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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消防器材 海上消防 檢查服務 水族用品 買賣 物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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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
 銷售╱提供服務 20,630 5,302 5,857 4,104 355 – 36,248

租金收入總額 – – – – – 425 425
       

20,630 5,302 5,857 4,104 355 425 36,673
       

分部業績 (792) 22 812 1,080 355 425 1,902

對賬：
利息收入 3

來自投資產品之收入 134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1,302)
 

除稅前溢利 737
 

分部資產 51,602 7,645 10,178 5,745 29,150 23,270 127,590

未分配資產 –
 

資產總值 127,590
 

分部負債 15,333 4,038 2,864 555 1,656 – 24,446

未分配負債 18,597
 

負債總值 43,043
 

資本開支* – – – – – – –

折舊及攤銷 469 – 207 93 – – 769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向任何單一外部客戶銷售之收
入佔本集團總收入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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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指期內來自本集團主要業務（即製造及銷售壓力容器（包括消防器材產品及壓力容器
產品）、提供防火技術檢查服務、買賣鑄鐵溝槽件、銷售水族用品、買賣潔具及其他產品
之佣金收入以及安裝及檢測海上消防器材）產生之收入，經扣除營業稅、增值稅、交易折
扣及退貨。

本集團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銷售壓力容器 7,263 10,399 16,479 20,630
檢測服務費 3,095 3,707 5,138 5,578
買賣潔具及其他產品之佣金收入 22 – 22 355
銷售水族用品 2,609 2,385 4,793 4,104
銷售海上消防器材 1,915 3,361 4,016 5,302
海上消防器材檢測費 238 – 560 279    

15,142 19,852 31,008 36,248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11 – 21 3
投資產品之收入 – 58 – 134
租金收入總額 – – – 425
銷售廢品 69 90 76 234
政府補貼 – – 383 –    

80 148 480 796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15,222 20,000 31,488 37,044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 1 2 2
無形資產攤銷 45 45 90 9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46 338 759 677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 125 – 250
員工成本 4,100 3,610 8,246 7,220
核數師酬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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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鑑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
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率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 25%（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計值。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符合若干條件之盈利能力較低之小型企業適用之企業所得稅稅率將
降至20%。本公司其中兩間附屬公司及一間附屬公司之分公司已獲指定為小型企業。根
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之通知，截至二零一八年及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間附屬公司及一間附屬公司上海荻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之分公司須就應課稅溢利按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 10%（即按50%應課稅溢利之20%稅
率計算），而另一間附屬公司就收入按有關優惠稅率1%（即按其 4%收入之 25%稅率計算）
繳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 中國
 期內撥備 526 445 617 564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本集團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項利益的未確認
遞延稅項資產約為人民幣 996,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358,000元）。由於暫時差額並不重大，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並無任何重大的未撥備遞延稅項。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每股溢利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約人民幣717,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溢利約人民幣 472,000元）及期
內已發行之 187,430,000股（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87,430,000股）普通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虧損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約人民幣2,079,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人民幣255,000元）及期
內已發行為數 187,430,000股（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87,430,000股）普通股計算。

鑑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並無已發行
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就該等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作出攤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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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譽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成本 –

累計減值 4,211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4,211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成本 4,211

累計減值 –
 

賬面淨值 4,211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成本 4,211

累計減值 –
 

賬面淨值 4,211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29,004 29,263

減：減值 (1,575) (1,575)
  

27,429 27,688

應收票據 1,030 912
  

28,459 28,600
  

本集團與客戶間之貿易條款以信貸交易為主，惟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信貸期通常為
兩個月，主要客戶一般獲延長至半年。本集團就安裝及檢測海上消防器材業務訂立之貿
易條款，因船舶作業期較長，信貸期通常最多可達兩年。各客戶均有最高信用限額。本集
團一直嚴格控制未收回應收款項，以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討逾期
結餘。應收貿易賬款並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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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3,764 5,477

一至兩個月 4,109 4,947

兩至三個月 5,654 2,223

三至六個月 4,748 4,050

六至十二個月 2,537 2,734

一至兩年 4,975 9,169

兩年以上 2,672 –
  

28,459 28,600
  

11. 應付貿易賬款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3,559 2,490

一至兩個月 3,073 2,442

兩至三個月 3,216 788

三個月以上 559 4,527
  

10,407 10,247
  

12.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來自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浙江恒泰（最終控股股東）及聯城（直接控股公司）承諾共同向
本公司提供無抵押免息股東貸款融資（「融資」），金額不超過人民幣50,000,000元，自二零
一零年五月三十日起為期五年。融資可由聯城酌情決定額外延期兩年。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聯城同意進一步延長融資之期限至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聯城亦向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作出墊款。該等應付聯城款項金額為無抵押、不計息且無
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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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經營租賃安排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出租其投資物業，無固定租期。

(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向獨立人士租用若干土地及樓宇。物業之租約協定租期介
乎一至二十年。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有關土地及樓宇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
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160 324

一年以上但五年內 667 667

五年以上 650 650
  

1,477 1,641
  

14. 承擔

除經營租賃安排外，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概無任何重大資本及其他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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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連方交易

(a) 本集團於期內與關連方訂立以下重大交易，該等交易亦構成GEM上市規則項下之持
續關連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產品

中聯城消防科技集團有限
 公司（「中聯城消防科技」） – 969 – 1,529
上海石化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上海石化消防」） – – – 80
上海聯滬消防器材有限
 公司（「上海聯滬消防
 器材」） – – 32 85

    

– 969 32 1,694
    

服務收入

上海石化消防 66 74 169 149
    

董事會認為，上述交易乃於本集團之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其價格及條款與第三方
徵收及與第三方訂立者相若。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於期內之補償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袍金：
 執行董事 – –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23 23 45 45

    

23 23 45 45
    

其他酬金：
 薪酬、津貼及實物福利 82 35 164 69
 退休金計劃供款 – – – –

    

82 35 164 69
    

105 58 209 114
    

16.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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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31,008,000元（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6,248,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14.5%。收入下跌反映了市場競爭激烈，且接獲的訂單減少，以致壓力容器之
銷售下跌。

銷售成本及毛利

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的 銷 售 成 本 約 達 人 民 幣
23,605,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26,661,000元），較去
年同期減少約11.5%。本集團的銷售成本主要包括買賣產品成本、原材料（主要
為鋼材和鋁材）及勞工成本。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整體毛利約人民幣7,403,000
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587,000元），毛利率為
24%而去年同期則為26%。毛利率下跌 2個基點，主要是由於氣壓瓶銷售的價
格競爭。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及收益約達人民幣480,000元（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796,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收入及收益減少，乃主要由於廢品銷售額及租金收入
減少，部分被政府補貼所抵銷。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約達人民幣
1,311,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 649,000元，銷售及分銷開支減少乃由於
銷售壓力容器之分銷開支減少。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達人民幣7,803,000
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665,000元），較去年同期增
加約1.8%，此乃主要由於期內主要管理層薪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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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財務費用為人民幣5,000元（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21,000元）。

非控股權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非控股權益應佔年度溢利約為人民幣
226,000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28,000元），乃由於收
購分部的溢利被55.9%非控股權益所攤分。

期間（虧損）╱溢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期間虧損約人民幣1,860,000
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人民幣173,000元），期內由盈轉
虧，主要由於壓力容器銷售額減少。

所得稅

由於期內出現虧損淨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實際
稅項開支率可予抵免（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6.5%）。

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 67,574,000元，按此
計 算，流 動 比 率 為3.2（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3.1）。流 動 負 債 由 二 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2,704,000元增加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
幣21,008,000元。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維持穩定。

借貸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銀行借貸（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為 31.6%（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3.0%），乃以負債總值除以權益總額之百分比列示。

資本結構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83,354,000元（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5,207,000元）。本集團的營運主要以內部資源、
計息銀行借貸、股東借貸及股東權益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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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在二零一七年十月十日，中國公安部消防局發佈了《關於全面推進「智慧消防」
建設的指導意見》（公消 [2017]297號文）。意見要求，二零一八年底，地級以上城
市建成消防器材物聯網遠端監控系統，目前已經建成消防器材物聯網系統的
城市，在二零一七年底，70%以上的火災高危單位和設有自動消防器材設備的
高層建築接入系統，二零一八年底全部接入。本公司之滅火器產品分成三類，
即二氧化碳、水基型及乾粉滅火器。本公司產品組合豐富，可滿足客戶之不
同需求。此新意見要求會促進本集團滅火器的銷售。此外，本公司之非船用
滅火器獲消防產品合格評定中心頒授產品型式認可證書及其船用滅火器獲中
國船級社（「中國船級社」）上海分社頒授產品型式認可證書。本公司之氣壓瓶
已在中國取得製造許可證，並符合美國及歐盟之質量標準或要求。

本公司已經並將繼續採取多種措施以提升營運效率及控制生產成本，專注生
產利潤較高產品。由於預期中國將會收緊對經濟產業的要求，本公司將繼續
通過提高運營效率及尋求消防業的新商機來提高本集團之盈利能力。

根據上海市城鄉建設和管理委員會發出之《上海城鄉建設和管理委員會關於
確認青浦區重固鎮新聯村、毛家角村「城中村」改造地塊實施方案的函》（「重固
鎮改造地塊方案」）以及管理層人員與有關政府部門人員探討情況，確認重固
廠房獲納入重固鎮改造地塊方案範圍。政府與本集團尚未就收回重固廠房協
定任何具體計劃或補償方案。重固廠房目前出租予第三方。

自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發出公告以來，公司並無接獲政府有關收
回土地的任何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本公司附屬公司上海元奉高壓容器有限公司（「元奉」）接獲《奉
賢區南橋鎮徵收管理辦公室》通知，若干已租用之土地及樓宇已計入改造地塊
實施方案。已確認元奉租用之工廠被納入改造地塊實施方案內。然而，政府
尚未就收回事宜制定任何具體計劃或補償方案。本公司正計劃將於元奉生產
業務轉移至其同系附屬公司，以確保不會對本集團日常運作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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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政策

我們相信，憑藉我們經驗豐富之管理團隊，堅持公司之發展方向，製造優質
產品和提供優良服務，本公司將能提升競爭優勢。本公司將繼續開拓高利潤
產品╱業務之新市場，亦會審慎考慮在符合有關法律及規例之情況下，透過
增資收購與公司本業有關並有良好盈利能力之企業，加快公司盈利能力之增
長速度，讓本公司成為中國及海外之消防器材主要產銷企業和相關業務之服
務供應商。

董事及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
有已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或已根據GEM證券
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 5.46條所指董事進行交易的最低標準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總額

概約百分比

周金輝先生（附註 1） 由受控法團持有 133,170,000 71.05%

附註：

1. 聯城持有131,870,000股本公司內資股。聯城的全資附屬公司聯城消防（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1,300,000股本公司H股。浙江恒泰擁有聯城的80%權益，而周金輝先生則擁有浙江恒
泰的58%權益。因此，周金輝先生被視為於本公司131,870,000股內資股及1,300,000股H股中
擁有權益。

聯城分別由浙江恒泰及周金輝先生擁有 80%及20%的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監事概無於本公
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擁有已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或已根據GEM上
市規則第5.46條所指董事進行交易的最低標準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
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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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除董事及本公司監事外，下列人士於本公司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擁有已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的
權益及淡倉：

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名稱╱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佔註冊
股本總額

概約百分比

聯城消防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附註3）

實益擁有人 131,870,000
（附註1）

70.36%

由受控法團持有 1,300,000
（附註2）

0.69%

浙江恒泰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由受控法團持有 131,870,000
（附註1）

70.36%

由受控法團持有 1,300,000
（附註2）

0.69%

附註：

1 均指本公司內資股。

2. 聯城持有本公司 131,870,000股內資股。聯城的全資附屬公司聯城消防（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1,300,000股本公司H股。浙江恒泰擁有聯城的80%權益，而周金輝先生則擁有浙江恒
泰的58%權益。因此，浙江恒泰及周金輝先生被視為於本公司131,870,000股內資股及1,300,000
股H股中擁有權益。

 聯城由浙江恒泰及周金輝先生分別擁有 80%及20%的權益。

3.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二日，本公司董事會獲悉，由聯城所持有合共131,870,000股本公司內
資股（「質押股份」）已質押予一名獨立第三方（「貸款人」），作為貸款人向聯城提供為數人
民幣198,000,000元貸款（「二零一七年貸款」）之抵押。質押股份將於聯城向貸款人作出人民
幣63,000,000元之部分還款後解除。相關股份質押登記手續已於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
任公司辦妥。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二日及本報告日期，質押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及內資股分別約 70.36%及100%。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其他人士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在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 5%或以上的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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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於合約的權益

據董事會所深知，除附註15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董事或本公司監事概無於本公司所訂立對本公司業務屬重大且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或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任何時間仍然生效的
合約當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僱員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230名僱員（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251
名僱員）。薪酬乃按市場水平以及個別僱員的表現、資歷及經驗釐定。其他福
利包括向退休計劃供款。

根據有關地方政府規定，本公司須為中國所有合資格僱員向定額供款退休計
劃供款。本公司已遵守有關地方政府規例，於年內支付該計劃供款。除上述
供款外，本公司並無為僱員作出其他退休及非退休福利付款的責任。

本公司概無經歷任何重大勞資糾紛或罷工，導致其日常業務運作受干擾。董
事認為，本公司與其僱員的關係良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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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根 據GEM上 市 規 則 第18.44(2)條 及 附 錄 15，本 公 司 謹 此 聲 明，已 於 年 內 遵 守
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全部守則條文。

(1)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於推動良好之企業管治，目的為 (i)維護負責任之決策程序；(ii)
提高向股東披露資料之透明度；(iii)貫徹尊重股東權利及確認股東合法利益；
及 (iv)改進風險管理及提升本公司業務表現。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
附錄15之規定，以達致上述目標。

(2)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GEM上
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述之買賣必守標準。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具體查
詢後，全體董事一直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買賣必守標準及行為
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遵照GEM上市規則訂立書面職
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並監察本集團的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
監控制度，以及向本公司董事提供建議。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春寶先生、王國忠先生及宋子章
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
務報表。


	封面
	GEM
	公司資料
	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全面收益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附註
	業務及財務回顧
	前景
	長遠政策
	董事及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
	董事及監事於合約的權益
	僱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股息
	企業管治
	審核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