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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呂竹風先生

 （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呂慶星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范駿華先生，太平紳士

閆阿儒先生

李明德先生

審核委員會

范駿華先生，太平紳士（主席）

呂慶星先生

閆阿儒先生

薪酬委員會

閆阿儒先生（主席）

呂慶星先生

李明德先生

提名委員會

呂竹風先生（主席）

范駿華先生，太平紳士

閆阿儒先生

公司秘書

謝錦輝先生

授權代表

呂竹風先生

謝錦輝先生

香港法律顧問

金杜律師事務所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合規顧問

西證（香港）融資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中國總部及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

福建省寧德市

東僑經濟開發區

團圓路8號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灣仔

軒尼詩道16號

宜發大廈20樓

開曼群島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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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寧德市蕉城支行

股份代號

2346

公司網站

www.xingyu.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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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153,537 202,731

銷售成本 (114,575) (145,877)
    

毛利 38,962 56,85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6 47,497 1,596

銷售及分銷開支 (1,628) (2,218)

行政開支 (25,092) (22,636)

金融資產預期信貸虧損 (2,218) (197)

融資成本 7 (799) (2,365)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8 56,722 31,034
    

所得稅開支 9 (9,642) (6,976)
    

期內溢利 47,080 24,058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外經營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45) 25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0 (45) 25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7,035 24,313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12 人民幣9.4分 人民幣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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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117,229 118,085

預付款項 12,348 17,223
    

129,577 135,308
    

流動資產
存貨 44,976 38,617

應收貿易賬款 14 116,393 89,11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11,819 93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0,406 180,046
    

343,594 308,711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 16,519
    

343,594 325,23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6 1,208 23,09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7 33,784 46,233

租賃負債 727 216

應付所得稅 798 1,875

借貸 18 26,000 26,000
    

62,517 97,415
    

流動資產淨額 281,077 227,81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10,654 363,12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029 8,906

租賃負債 373 –
    

9,402 8,906
    

資產淨值 401,252 354,217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9 43,024 43,024

儲備 358,228 311,193
    

權益總額 401,252 35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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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儲備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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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於2019年1月1日（經審計） –** 63,132 220 22,738 (19) 119,733 205,804 205,804

期內溢利 – – – – – 24,058 24,058 24,05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255 – 255 25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255 24,058 24,313 24,313

根據資本化發行的股份（附註19(c)） 32,086 (32,086) – – – – (32,086) –

根據公開發售及配售發行的股份

 （附註19(d)） 10,938 98,667 – – – – 98,667 109,605

公開發售及配售產生的交易成本

 （附註19(d)） – (14,697) – – – – (14,697) (14,697)
         

於2019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43,024 115,016 220 22,738 236 143,791 282,001 325,025
         

於2020年1月1日（經審核） 43,024 115,016 220 29,895 936 165,126 311,193 354,217

期內溢利 – – – – – 47,080 47,080 47,08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 (45) – (45) (4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45) 47,080 47,035 47,035
         

於2020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43,024 115,016 220 29,895 891 212,206 358,228 401,252
         

* 於報告日期，該等金額總數指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內的「儲備」。

** 金額不足人民幣1,000元。

附註：

(a) 其他儲備指繳足股本總額。

(b) 法定儲備指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根據相關中國法律將年內純利（基於中國附屬公司的法定財務報表）轉撥的款項，直至該等法定儲備達致該

等附屬公司註冊資本的50%為止。該等法定儲備不可扣減，惟用以抵銷累計虧損或增資則除外。

(c) 匯兌儲備包括換算以人民幣以外的功能貨幣列賬的業務的財務報表產生的所有相關換算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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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41,805) 41,316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51) (3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5,315) –

退還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6,00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5,223 –

已收利息收入 192 126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5,849 96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借貸所得款項 – 16,800

償還借貸 – (38,299)

支付租賃負債 (344) (596)

償還股東之款項 – (438)

一名董事之墊款 1,827 –

借貸已付利息 (776) (2,307)

認購事項的暫收款項 25,657 –

根據公開發售及配售發行的股份 – 109,605

公開發售及配售產生的交易成本 – (14,69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6,364 70,0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9,592) 111,48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0,046 56,071

匯率變動的影響 (48)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0,406 16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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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星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家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

2019年5月16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國。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燒結釹鐵硼磁性材料（亦稱為釹磁鐵）。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本公司董事（「董事」）的意見，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Star Lv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
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2 編製及呈列基準

此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以及香港公司條例

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此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於2020年8月31日經董事會（「董事會」）批准
刊發。

此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已按照與2019年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不包括與2020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的期

間內首次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有關的會計政策。任何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列於附註3。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概無提前採納本會計期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及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此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須作出會影響政策應用以及年內迄今資產及負債、收益及開支呈報金額的若

干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於編製財務報表時已作出重大判斷及估計的範圍且彼等的影響已於附註

4所披露。

編製簡明合併財務報表的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除另有指明外，此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所以金額
進位至最接近的千元人民幣。本集團內各實體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均以該實體所營運的主要經濟環境營運之貨幣（「功能貨幣」）表示。
本集團及其某些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港元（「港元」）。由於本集團主要業務在中國，因此除另有指明，本集團以人民幣呈列其合併
財務報表。

此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包含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和選定的解釋性附註。附註包含對於理解自2019年度財務報表以來本集團的財務狀況

和業績變化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和交易的解釋。此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和附註未包含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

需的全部資訊，並應與2019年合併財務報表一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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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於本集團2020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

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 對業務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的修訂 對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的修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於期內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不會對本集團本期間及以往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此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載

披露事項造成重大影響。

4 重大會計估計及判斷

編製此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時，由管理層對本集團應用的會計政策及估計的主要不確定數據而作出的重大判斷。該等與於2019年年

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5 收益及分部資料呈報

執行董事已被識別為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負責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定期評估本集團的表現及分配
資源。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燒結釹鐵硼磁性材料。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經營業績計量評估營運表現，並考慮營運為單一經營分部。

由於本集團資源已整合，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資料著重在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因此，本集團已識別一個

經營分部 — 生產及銷售燒結釹鐵硼磁性材料（成品及毛坯品）。

(i)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個別外部客戶佔本集團收益的10%或以上。

(ii) 地區資料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收入按下列地區劃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住所地） 148,687 202,731

亞太地區（不包括中國） 4,850 –
   

153,537 202,731
   

本集團的所有非流動資產皆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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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5 收益及分部資料呈報（續）

(iii) 收益之細分

本集團的所有收益產生自客戶合約。

於下列表格，收益根據主要地域市場、主要產品及收益確認時間細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主要地域市場
中國 148,687 202,731

亞太地區（不包括中國） 4,850 –
   

153,537 202,731
   

主要產品
成品 129,452 156,202

毛坯品 24,085 46,529
   

153,537 202,731
   

收益確認時間
貨品轉讓時 153,537 202,731
   

6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192 126

匯兌虧損淨額 (7) –

政府補助（附註） 19,045 630

來自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 281 84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和投資物業的收益 28,162 –

其他虧損淨額 (176) –
   

47,497 1,596
   

附註： 政府補助主要包含有關本集團創新項目的津貼、工業發展獎勵、公司上市獎勵及搬遷補償金。該等補助並無附帶任何未達成的條件或

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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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7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借貸利息開支 776 2,343

租賃負債利息 23 22
   

799 2,365
   

8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14,575 145,877

研發開支 14,684 5,573

折舊開支：

 —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5,283 5,500

 — 包含的使用權資產：

   — 土地及樓宇 608 516

   — 投資物業 – 11

投資物業折舊 – 585

短期租賃開支 – 75

低價值資產租賃開支 9 5

上市開支 – 7,52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9,874 9,251

 — 退休計劃供款 191 1,108
   

10,065 1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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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9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本期間稅項 9,877 6,318

以往期間超額儲備 (358) (1,337)

遞延稅項
自期內損益扣除 123 1,995
   

9,642 6,976
   

根據開曼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開曼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英屬處女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在香港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其於2008年1月1日起生效），除另有指明外，本集團中國實體須按25%的

稅率繳納所得稅。寧德市星宇科技有限公司（本集團其中一間附屬公司）自2018年至2020年因屬高新技術企業而合資格享有15%所

得稅優惠稅率，因此，自2018年至2020年享有15%所得稅優惠稅率。

10 其他全面收益

除稅前數額 稅務影響 除稅後數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換算中國境外經營業務的匯兌差額 (45) – (45)
    

其他全面收益 (45) – (45)
    

除稅前數額 稅務影響 除稅後數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

換算中國境外經營業務的匯兌差額 255 – 255
    

其他全面收益 255 –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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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股息

董事決議不宣派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2019年6月30日︰無）。

12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人民幣千元） 47,080 24,058
   

股份數目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附註） 500,000,000 406,767,956
   

附註：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47,080,000元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500,000,000股計算。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24,058,000元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406,767,956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因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存在攤薄潛在普通股。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

(a) 使用權資產

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六個月，本集團已訂立數份的辦公室租賃。本期間已確認使用權資產為約人民幣1,200,000元。於截

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新租賃協議。

(b) 收購及出售自有資產

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添置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成本支出總額為人民幣4,370,000元（截至2019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0,000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了部分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值約為人民幣542,000元，導致出售虧損約為人

民幣478,000元。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出售事項。

於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12月31日，賬面值分別為人民幣79,872,000元及人民幣81,892,000元的土地及樓宇已作為本集團銀

行借貸的抵押品予以抵押（見附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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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應收貿易賬款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19,785 90,288

減：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3,392) (1,174)
   

116,393 89,114
   

所有應收貿易賬款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的信貸期介乎30至210日（2019年12月31日：90至120日）。接受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會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

質素。本集團定期審閱授予客戶的信貸期。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減值虧損）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38,769 35,964

31–60日 25,074 41,143

61–90日 27,473 11,019

超過90日 25,077 988
   

116,393 89,114
   

本集團應用簡化方法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的預期信貸虧損計提撥備，該準則允許對所有應收貿易賬款採用全期預期虧損

撥備。為計算預期信貸虧損，應收貿易賬款已根據共同信貸風險特徵及賬齡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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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金 319 310

預付款項 10,686 294

其他應收款項 813 334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附註） 5 –
   

減：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撥備 (4) (4)
   

11,819 934
   

附註：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與貿易無關，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應要求償還。

16 應付貿易賬款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1,208 23,091
   

應付貿易賬款的信貸期視乎與不同供應商協定的條款而有所不同，一般介乎30日至60日。根據一般與票據日期一致的服務及貨品

接收日期，於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12月31日，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1,208 23,091
   

1,208 23,091
   

應付貿易賬款為短期款項，因此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面值被視為與公平值合理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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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1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工資 1,837 1,83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155 2,298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附註） 1,827 –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負債 7,819 4,129

暫收款項 25,656 40,000

其他應付稅項 309 2,104
   

33,784 46,233
   

附註： 應付一名董事的款項與貿易無關，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應要求償還。

18 借貸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借貸：

 — 有抵押 (ii)，(iii) & (iv) 26,000 26,000
   

銀行借貸總額的計劃償還情況如下：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要求或於1年內償還 26,000 26,000
   

26,000 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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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18 借貸（續）

(i)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銀行借貸利率為每年5.87%，而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銀行借貸的可變利率介乎5.16%

至5.87%之間。

(ii) 有抵押銀行借貸以本集團資產作為抵押，資產的賬面值如下：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土地及樓宇 79,872 81,892
   

79,872 81,892
   

(iii) 於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12月31日，控股股東及控股股東家族成員為銀行借貸提供擔保。

(iv) 所有銀行借貸以人民幣為單位。

(v) 於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12月31日，銀行已授出的融資及本集團已動用的金額概要載列如下：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授出金額 26,000 26,000

已動用金額 26,000 26,000
   

銀行融資抵押與 (ii)中所述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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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19 股本

本公司 於2020年6月30日 於2019年12月31日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於註冊成立後每股0.1港元的初始法定股本 (a) 1,000,000,000 85,560 3,800,000 323

於資本化後每股0.1港元的股本增加 (b) – – 996,200,000 85,237
      

1,000,000,000 85,560 1,000,000,000 85,560
      

已發行及繳足每股0.1港元的股本

於1月1日 500,000,000 43,024 100 –*

於資本化後發行普通股 (c) – – 374,999,900 32,086

於全球發售及配售後發行普通股 (d) – – 125,000,000 10,938
      

於2020年6月30日╱2019年12月31日 500,000,000 43,024 500,000,000 43,024
      

* 該金額低於人民幣1,000元

附註：

(a) 本公司於2017年7月31日註冊成立，初始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於註冊成立日期，本

公司配發及發行7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b) 根據於2019年4月2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法定股本藉增設996,2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由380,000港元（分為

3,8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增加至1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c) 根據於2019年4月2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待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因根據全球發售配發及發行發售股份錄得進賬後，董事獲授權透過本

公司股份溢價賬項下進賬額中37,499,99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32,086,000元）撥作資本，配發及發行合共374,999,900股按面值入賬列

作繳足的股份，而根據該決議案配發及發行的股份在各方面均與現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d) 於2019年5月16日，本公司125,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根據全球發售方式以1港元的價格發行。同日，本公司的普通股

於聯交所上市。所得款項12,5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10,938,000元）相當於本公司普通股的面值，已計入本公司的股本。於發行開

支約人民幣14,697,000元前，餘下所得款項112,5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98,667,000元）已計入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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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20 經營租賃承擔及安排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本公司根據經營租約出租若干投資物業，初始租期為1至6年。該等租賃不包括或然租金。於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12月31日，

根據有關投資物業的經營租賃應收的日後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2020年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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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年內 – 275
—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
— 五年後 – –
   

– 275
   

21 資本承擔

於2020年6月30日及2019年12月31日，尚未於財務報表撥備的資本承擔如下：

於2020年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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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訂約但未就以下項目於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作出撥備的資本開支：

 — 收購物業、廠房及機器 14,120 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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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22 重大關連方交易

除附註8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訂立以下重大關連方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包括支付予董事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2,326 696

退休計劃供款 28 23
   

2,354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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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行業回顧

本集團是中國的燒結釹鐵硼永磁材料（「SNPM」）製造商及供貨商。釹鐵硼磁鐵，也稱為釹磁鐵，是一種永磁體，主要由釹、鐵和硼的合金

製成。燒結釹鐵硼磁體由燒結技術製造，這是一種通過熱或壓力將合金粉末磁懸浮到緻密塊的過程。本集團主要從事燒結釹鐵硼磁性材料

的設計、開發、生產和銷售。本集團的產品可裝配於各類發動機及╱或電子產品，如電聲產品、變頻家用電器、節能電梯、風力渦輪發電

機、工業機器人及新能源汽車，從而可應用於有關終端行業。

於2020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153.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24%。該減少主要由於自2020年一月起國內受2019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COVID-19」）影響。本集團復工時間有所延遲及部分客戶2020年第一季度內的停工停產導致對本集團的訂單需求減少，因此

導致銷售及銷售量同比均有所下降。本集團將繼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及時評估、積極應對新冠疫情的發展情況，盡可能削弱疫情對本集

團生產經營造成的不利影響。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47.1百萬元，同比增加約96%，增幅主要由於期內一次性其他收入。

半年來，受COVID-19的影響，市場形勢持續低迷，全國乃至全球經濟都受到巨大衝擊，本集團及相關上下游企業群亦不能幸免。稀土永磁

材料下游終端均為較長產業鏈條的行業，且賬期也長。因此當疫情發生而導致製造業的停工停產，對供應鏈以及產量水平均構成壓力。本

集團管理層在疫情發生後積極應對，全力減輕疫情對本集團產銷的不利影響。同時，本集團通過捐款、捐贈物資等多種形式支持地方抗擊

疫情，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展望

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短暫的，行業的發展方向是明確的，國家政策支持高性能釹鐵硼永磁產業發展。國家發改委進一步明確「新基建」概念

範圍。相比於傳統基建，「新基建」是發力於科技端、信息數字化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七大領域：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

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及工業互聯網。業界人士認為，5G基站的建設、風電開發、驅永磁發電機、

新能源汽車等「新基建」領域的建設都將推動稀土產業的發展。預計在「十四五規劃」期間，隨著「互聯網+」等國家戰略的陸續實施，智能

製造、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及3D打印等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稀土磁材的應用發展空間將更加廣闊。

鑒於行業發展及國家發展方針，抓住機遇及應對未來挑戰，本集團下半年的發展範疇包括下列事項：

1. 進一步優化生產流程及改善生產技術。本集團將加強研發新生產技術，研發低重╱無重稀土永磁材料，開發新的成型工藝以提高產

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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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集團將深化高端產品用戶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與海外高質客戶的合作，以獲取更多市場份額，從而優化業務結構。遵循中國政府

發展方向行事，響應國家新基建及節能環保概念，本集團將積極推進永磁材料產品邁向高端，加快產業鏈向下延伸。

3. 本集團將積極尋找潛在上游及下游併購機會，探索產業鏈垂直整合的可能性。向上游發展能更好的確保原材料的供應並在一定程度

上分散因原材料成本波動而帶來的業務風險。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約為人民幣153.5百萬元，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02.7百萬元減少約人民

幣49.2百萬元或24%。收益減少主要是由於客戶訂單減少所致。下表列出了回顧期間按產品系列劃分的收入明細及其佔總收入百分比：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成品
低端： N系列 15,610 10.2 16,926 8.3

中端： M系列 1,155 0.8 91 0.1

H系列 15,457 10.0 16,699 8.2

高端： SH系列 63,186 41.1 76,854 37.9

UH系列 31,944 20.8 44,072 21.7

EH系列 1,994 1.3 1,560 0.8

其他 – 106 0.1 – –
      

成品總數 129,452 84.3 156,202 77.0

毛坯品
低端： N系列 21,382 13.9 46,417 22.9

中端： M系列 362 0.2 112 0.1

H系列 681 0.5 – –

高端： SH系列 1,357 0.9 – –

UH系列 303 0.2 – –
      

毛坯品總數 24,085 15.7 46,529 23.0
      

總數 153,537 100.0 202,731 100.0
      

如上表所示，收益減少的主要原因為SH及UH系列成品以及N系列毛坯品的銷售下降。訂單減少主要由於COVID-19的爆發及大部分客戶如

高端設備製造商在農曆新年假期後延遲復工及生產所致。全球爆發COVID-19使消費類電子產品和節能家用電器的需求減少，導致了低端燒

結釹鐵硼永磁產品的銷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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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39.0百萬元，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6.9百萬元減少約人民

幣17.9百萬元或31%。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集團的毛利率約為25.4%，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28.0%減少約2.6

百分點。毛利及毛利率減少主要由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原材料價格及製造成本較2019年同期增加。

其他收入及其他淨收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其他淨收益約為人民幣47.5百萬元，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6

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45.9百萬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一次性政府補貼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和投資物

業的收益分別約為人民幣19.0百萬元及人民幣28.2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銷售及分銷開支分別約為人民幣1.6百萬元及人民幣2.2百萬元。銷售及分銷費用的減少與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收入的減少一致。銷售及分銷開支佔收益的百分比保持穩定，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為1.1%（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為1.1%）。

行政開支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25.1百萬元，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為人民幣22.6百萬元增

加約人民幣2.5百萬元或11%。該增加主要是由於改善及優化生產流程的研發支出增加約人民幣9.1百萬元，被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產生的一次性上市開支約人民幣7.5百萬元所抵銷。

融資成本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約為人民幣799,000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2.4百萬元）融資成本。融

資成本為銀行借貸的利息開支及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期內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期內溢利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24.1百萬元增加約96%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

47.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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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70.4百萬元（2019年12月31日：約為人民幣180.0百萬元）。該減少主要是

由於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所致。

2020年上半年，本公司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41.8百萬元，而去年同期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41.3百萬元。經營

活動所用現金淨額主要由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營運資金變動及支付所得稅約人民幣10.6百萬元，主要來自其他收入及其他

收益淨額產生。

2020年上半年，本公司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5.8百萬元，而去年同期的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96,000元。投資活

動所得現金淨額增加主要由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約為人民幣5.2百萬元所致。

2020年上半年，本公司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為人民幣26.4百萬元，而去年同期的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70.1百萬元。融資活

動所得現金淨額減少主要由於2019年同期錄得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於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沒有發生。

流動比率由2019年12月31日的3.2倍增加至2020年6月30日的5.5倍，主要由於應收貿易賬款及存貨增加。資本負債比率由2019年12月

31日的7.3%減少至2020年6月30日的6.9%，主要由於本集團儲備增加。資本負債比率乃按債務總額除以各期末的權益總額計算。

董事相信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足以擴充其業務及實現其業務目標。

資本架構

本公司之資本架構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有變動。於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50,0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

43,024,000元），而已發行普通股股份數目為500,000,000，每股面值0.1港元。

庫務政策

本集團對其庫務政策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方法。本集團致力透過持續對客戶財務狀況進行信貸評估，以減低其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

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以確保本集團資產、負債及承擔的流動資金架構可不時滿足其資金需求。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營運，資產及負債的功能貨幣主要以人民幣計值。因此，除以港元計值的銀行結餘外，本集團並無面臨任何重大外匯風險。本集

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政策。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未參與任何衍生工具協議，亦未承諾任何金融工具對沖其外匯風險。

管理層將密切監察外匯風險，如有需要，會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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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決議不宣派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或然負債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2019年12月31日：無）。

資產抵押

有關資產抵押的詳情，請參閱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之附註18。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2020年6月30日的資本承擔為約人民幣14,120,000元，涉及購買與其生產設施有關的物業、廠房及設備（2019年12月31日：約

為人民幣3,019,000元）。

重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物業出售

於2019年10月10日，寧德市星宇科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及一家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就出售位於福建省寧德市

東僑經濟開發區的一幅土地、3幢工業樓宇、1幢研發樓宇及多項構築物（「該等物業」），與東僑經濟技術開發區土地儲備中心簽訂預付款項
協議。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該等物業的出售於2020年5月8日在收到出售代價的餘額後完成。有關出

售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0月10日及2020年5月8日的公佈。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於2020年6月30日，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有197名僱員（2019年12月31日：202名僱員）。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約為人民幣10,065,000元(2019年6月30日：人民幣10,359,000元）。本集團僱員根據其教育背景、職位、經驗及表現獲得酬金。一般而言，

本集團根據每名僱員的資歷、職位及年資確定僱員薪金。個別僱員的表現亦獲定期檢討以調整僱員薪金。除公積金計劃（根據香港僱員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規定運作）或社會保險（包括中國僱員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及生育保險）外，根據對個人表現

的評估，還向員工頒發酌情獎金。此外，購股權可能根據個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授出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下的購股權以吸引及挽留人才為

本集團作貢獻。本集團亦向其僱員提供各種培訓。

董事酬金由董事會經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推薦後考慮本集團財務表現、教育背景、資格、經驗及董事個人表現等因素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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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2019年5月16日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根據每股要約股份1.00港元的要約價，本公司收取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包

銷費用及佣金及其他與本公司承擔的全球發售有關的估計發售開支）約為80.9百萬港元。本公司將繼續按照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4月30日

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披露的方式應用所得款項淨額。有關上市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招股章程。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已使用所得款項淨額約57.8百萬港元。未動用所得款項已存放於香港及中國的持牌銀行。未動用所得款項預

期將於未來兩年使用。以下是淨收益的使用情況摘要：

所得款項淨額之
原先計劃分配

截至
2020年6月30日
實際已使用金額

截至
2020年6月30日

未動用金額
%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用於擴大產能及提高營運效率 48.3 39.1 16.0 23.1

用於改善及優化生產流程及技術，以及

 實施主要研發項目 17.4 14.1 14.1 –

用於償還部分借貸 31.3 25.3 25.3 –

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3.0 2.4 2.4 –
     

100.0 80.9 57.8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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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

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被視作或當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

或淡倉，或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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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列載如
下：

董事姓名 身份 好倉╱淡倉
持有╱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概約百分比

     

呂慶星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1） 好倉 210,000,000 42.0%

與另一名人士共同持有權益（附註1） 好倉 21,614,000 4.3%

呂竹風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2） 好倉 21,614,000 4.3%

與另一名人士共同持有權益（附註2） 好倉 210,000,000 42.0%

附註：

1. 呂慶星先生擁有Star Lv Limited（「Star Lv」）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而Star Lv Limited則持有本公司210,000,000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呂

慶星先生被視為於Star Lv持有的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此外，呂慶星先生、呂竹風先生、Star Lv及Wind Lv Limited（「Wind Lv」）訂立一致行動

人士契據，以承認及確認彼等為其於本公司股份所附投票權一致行動人士。因此，呂慶星先生被視為於Wind Lv持有的21,614,000股股份中

擁有權益（Wind Lv由呂竹風先生持有100%）。

2. 呂竹風先生擁有Wind Lv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而Wind Lv則持有本公司21,614,000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呂竹風先生被視為於Wind 

Lv持有的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此外，呂慶星先生、呂竹風先生、Star Lv及Wind Lv訂立一致行動人士契據，以承認及確認彼等為其於本公司

股份所附投票權一致行動人士。因此，呂竹風先生被視為於Star Lv持有的21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Star Lv由呂慶星先生持有1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高級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概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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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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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0年6月30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之主要股東名冊所示，除董事及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之權益外，下

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有關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股東姓名 身份 好倉╱淡倉
持有╱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概約百分比

     

Star Lv 實益擁有人（附註1） 好倉 210,000,000 42.0%

與另一名人士共同持有權益（附註1） 好倉 21,614,000 4.3%

Wind Lv 實益擁有人（附註2） 好倉 21,614,000 4.3%

與另一名人士共同持有權益（附註2） 好倉 210,000,000 42.0%

姚晶晶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3） 好倉 231,614,000 46.3%

余強先生 實益擁有人（附註4） 好倉 40,000,000 8.0%

Many Idea Limited 

 (“Many Idea”)

實益擁有人（附註5） 好倉 30,000,000 6.0%

劉建輝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5） 好倉 30,000,000 6.0%

附註：

1. Star Lv由呂慶星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呂慶星先生被視為於Star Lv持有的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此外，呂慶星先生、呂竹風

先生、Star Lv及Wind Lv訂立一致行動人士契約，以承認及確認彼等為其於本公司股份所附投票權一致行動人士。因此，Star Lv被視為於Wind 

Lv持有的21,614,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Wind Lv由呂竹風先生持有100%）。

2. Wind Lv由呂竹風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呂竹風先生被視為於Wind Lv持有的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此外，呂慶星先生、呂竹

風先生、Star Lv及Wind Lv訂立一致行動人士契約，以承認及確認彼等為其於本公司股份所附投票權一致行動人士。因此，Wind Lv被視為於

Star Lv持有的21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Star Lv由呂慶星先生持有100%）。

3. 姚晶晶女士為呂竹風先生的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姚晶晶女士被視為於呂竹風先生擁有權益的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於2020年6月10日，本公司與余強先生就認講本公司40,000,000股新股份訂立認講協議（經各方於2020年7月10日訂立之補充協議修訂及

補充）。根據該認講協議之條款，認講協議已於2020年8月10日自動失效。有關上述股份認講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2020年6月10日、

2020年7月10日及2020年8月10日之公佈。

5. Many Idea由劉建輝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劉建輝先生被視為於Many Idea持有的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保存之登記冊中概無記錄其他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

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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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根據當時股東於2019年4月2日通過的決議案有條件採納一份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的目的為確保本集團向選
定參與人提供獎勵以認可彼等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並促進本集團業務創出佳績。購股權計劃將有助於激勵參與人於未來盡力優化其貢獻，

並吸引及挽留或以其他方式與該等對本集團的業績、增長或成功而言屬有益的參與人保持持續關係。

自採納購股權計劃起直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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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認識到將良好企業管治因素納入管理中有利於保護股東價值利益的重要性。本公司已採納上巿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所述守則條文作為其企業管治守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且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然而，呂竹風先生目前擔任前述兩

個角色。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士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有利於確保本集團的一貫領導，並為本集團提供更有效及高效的整體戰略

規劃。此外，董事會五名董事中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內部將有足夠獨立的意見，以保障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董事

會認為現有安排之權力及權限平衡不會受到削弱，而該架構將使本公司能夠迅速有效地制定及實施決策。董事會將考慮本集團整體情況，

繼續審閱及考慮，於合適及適當的時候分拆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在適用及允許範圍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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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執行董事、主席、行政總裁兼控股股東呂竹風先生告知本公司，於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執行有關呂竹風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Wind Lv持有之本公司股份的保證金融資，導致本公司若干股份被強

制出售。呂竹風先生無意不完全遵守該等規定標準。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徵詢所有董事意見後，確認所有董事於截至2020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規定標準。

董事資料變更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於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日期後，董事的資料變動如下：

獨立非執行董事范駿華先生，太平紳士已分別辭任盛諾集團有限公司（其股份已於聯交所主版上市（股份代號：1418））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生效，以及退任中國新華電視控股有限公司（其股份已於聯交所GEM上市（股份代號：8356））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一日生效。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其他須予以披露的董事資料變更。

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採納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
即范駿華先生，太平紳士、呂慶星先生及閆阿儒先生。范駿華先生，太平紳士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0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報告期末後事項

於2020年6月10日，本公司與認購人就建議根據一般授權發行及配發本公司新股份訂立認購協議。本公司於2020年7月10日與各認購人

已就延長完成認購最後期限至2020年8月10日（或本公司與各認購人可能共同協定之其他日期）訂立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由於認購協議

中的若干先決條件截至2020年8月10日尚未達成、及各方未就進一步延長最後期限達成協議，根據認購協議條款，認購協議已自動終止。

因此，認購事項將不會進行。有關認購事項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6月10日、2020年7月10日及2020年8月10日的公佈。

承董事會命

星宇（投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呂竹風

香港，202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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