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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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LOBAL NEW MATERI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環球新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616）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中期業績，如下：

－ 收益為人民幣 382.0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307.0百萬元增加

24.4%。

－ 毛利為人民幣 195.6百萬元，較二零二一上半年的人民幣 161.9百萬元增加

20.8%；及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毛利率為 51.2%，而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則為 

52.7%。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106.3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

幣 94.1百萬元增加 12.9%；但淨利潤率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 32.0%減少至

29.0%。

董事會已決定不宣派及派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上半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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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新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二年上

半年」）的中期業績。以下載列本集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

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382,049 307,027

已售貨品成本 (183,488) (143,084)

銷售相關稅項及附加費 (2,946) (2,009)   

毛利 195,615 161,934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3,304 4,42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撥回 43 3,435

銷售開支 (18,516) (12,469)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45,558) (40,909)   

經營業務溢利 134,888 116,416

融資成本 (4,961) (6,073)   

除稅前溢利 129,927 110,343

所得稅開支 5 (19,150) (12,162)   

期內溢利 6 110,777 98,181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6,289 94,115

非控股權益 4,488 4,066   

110,777 98,181
   

每股盈利 8

－基本（人民幣） 0.09 0.11
   

－攤薄（人民幣） 0.09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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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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110,777 98,181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 (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10,777 98,180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6,289 94,114

非控股權益 4,488 4,066   

110,777 9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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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630,891 571,196

使用權資產 65,237 66,23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184 184

遞延稅項資產 1,190 1,190   

非流動資產總值 697,502 638,807   

流動資產

存貨 142,360 101,815

貿易應收款項 10 245,437 237,97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0,695 20,309

受限制銀行存款 — 40,000

銀行及現金結餘 1,644,188 1,565,463   

流動資產總值 2,042,680 1,965,566   

資產總值 2,740,182 2,60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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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99,319 99,319

儲備 2,176,459 2,070,170   

2,275,778 2,169,489

非控股權益 177,652 173,164   

權益總值 2,453,430 2,342,653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111 1,401

遞延收益 3,179 3,903

遞延稅項負債 2,992 1,369   

非流動負債總值 7,282 6,673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160,291 157,889

租賃負債 605 629

貿易應付款項 11 68,479 37,56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1,132 56,520

合約負債 528 13

遞延收益 1,448 1,448

流動稅項負債 6,987 985   

流動負債總值 279,470 255,047   

權益及負債總值 2,740,182 2,60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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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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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的國際

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規定的適用披露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

閱讀。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包括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

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以及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一致。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

當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於本期內，本集團已採用國際

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所有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並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

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惟該等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部分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本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允

許提前應用。本集團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並無提前採用任何即將出台的新訂

或經修訂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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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在單一地點經營單一業務，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生產及銷售珠光顏

料產品及合成雲母粉，且其絕大部分資產均位於中國。因此，主要營運決策人僅定

期檢討一個業務可報告分部。

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的策略性業務單位。分部使用所需技術及營銷

策略集中管理。

地區資料：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按經營地點）詳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369,167 295,441

其他 12,882 11,586   

總額 382,049 30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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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本集團業務營運及主要收益來源為上一年度財務報表所述者。本集團收益來自客戶

合約。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範圍內的客戶合約收益

按主要產品劃分

 珠光顏料產品 374,078 306,115

 合成雲母粉 7,971 912   

合計 382,049 307,027
  

本集團於某一時間點轉移貨品時產生收益。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中國

 期內撥備 16,548 12,141

 前期撥備不足 979 21   

17,527 12,162  

遞延稅項 1,623 —
  

19,150 1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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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兩級制利得稅制度，於香港成立的合資格實體的首 2百萬港元溢利將按 8.25%

的稅率徵稅，而超過該數額的溢利將按 16.5%的稅率徵稅。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中國企業所得稅按稅率 25%（二零二一年上半年：25%）計提

撥備。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法國企業稅乃根據法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按適用稅率 33.33%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33.33%）計算。

本公司及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該等附屬公司毋須繳納所得稅。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及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於香港及法國註冊成立的該等附屬公司

分別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或法國企業稅。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所得稅開支指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中國集團實體應課稅收

入的現行稅率計算。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廣西七色珠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七色珠光」）取得高新技術

企業證書，有權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 15%的優惠稅率（二零二一年上半年：15%），

惟須經相關部門每年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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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溢利

本集團期內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567 11,610

使用權資產折舊 998 1,004

研發開支 23,702 17,966

已售存貨成本 183,488 143,08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回 (43) (3,435)

上市開支 — 8,608

經營租賃開支 2,685 477
   

7. 股息

董事會已決定不宣派及派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上半

年：無）。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已批准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

股息每股普通股 3.5港仙。



– 11 –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基於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 106,289 94,11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191,763,586 872,021,586
   

用於計算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已按資本化發行的影響進行調整，於附註 12(a)更全面說明。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收購約人民幣 75,262,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二零

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 83,4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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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

根據發票日期（或收益確認日期，以較早者為準）並扣除撥備後，貿易應收款項的賬

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 90天 196,842 190,817

91至 180天 48,469 47,160

181至 365天 30 —

365天以上 96 2   

245,437 237,979
   

11. 貿易應付款項

根據收到貨品的日期，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 90天 67,820 36,695

91至 180天 272 226

181至 365天 108 374

365天以上 279 268   

68,479 3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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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已發行

股份數目 法定 已發行及繳足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每股 0.1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45,336,931 8,000,000 12,342    

 －根據資本化發行所發行的股份

   （附註 (a)） 726,684,655 — 60,402

 －全球發售項下已發行的股份

   （附註 (b)） 290,674,000 — 24,161

 －超額配股權項下已發行的股份

   （附註 (c)） 29,068,000 — 2,414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未經審核）及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191,763,586 8,000,000 99,319
    

附註：

(a)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批准的書面決議案及本公司董事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

通過的決議案，在達成有關決議案所載條件後（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招股

章程（「招股章程」）附錄五「法定及一般資料」的「A.有關於本集團的更多資料－4.本公司股東於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批准的書面決議案」各段所述），本公司董事獲授權按比例配發及發行合共

726,684,655股本公司普通股（「資本化發行」）予於通過批准資本化發行的相關決議案當日名列

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按面值入賬列為繳足），方式為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的進賬金額

72,668,465.5港元資本化，而根據該決議案配發及發行的本公司普通股在各方面均與本公司現

有已發行普通股享有同等地位。資本化發行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六日配發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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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五日，290,674,00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的普通股就全球發售以 3.25港元的

價格發行，所得款項總額約為人民幣 750,526,000元，扣除上市開支約人民幣 34,700,000元，

其中 29,067,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24,161,000元）計入本公司股本，其餘所得款項約人民幣

726,365,000元計入股份溢價賬。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六日起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c)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29,068,00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的普通股就超額配股權項下全球發

售以 3.25港元的價格發行，所得款項總額約為人民幣 75,729,000元，扣除上市開支約人民幣

2,747,000元，其中 2,907,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2,414,000元）計入本公司股本，其餘所得款

項約人民幣 73,315,000元計入股份溢價賬。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14.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簽約但尚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565,303 63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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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二二年初以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受全球通貨膨脹，疊

加地緣政治衝突影響，世界經濟復蘇步履維艱，面臨複雜多變的風險挑戰及情形。

隨著部分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加快落地生效，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

長 2.5%，其中第二季度增長 0.4%，經濟運行企穩回升、穩中有進。二零二二年上

半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 1.7%，遠低於歐美國家價格漲幅。同時，全國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 3%，高於經濟增速。雖然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但是珠

光材料行業卻由於應用範圍廣泛及國家產業政策等有利因素，行業保持穩步發展趨

勢。

在董事領導下，本集團多措並舉，朝着既定目標穩中求進。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

本集團的收益為人民幣 382.0百萬元，同比增加 24.4%，淨利潤達到人民幣 110.8百

萬元，同比增加 12.8%。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公司搶抓市場機遇，進一步升級優

化銷售渠道，挖掘第一期生產廠房 1產能，積極調整產品組合，二零二二年上半年

維持了穩步發展的局面。第二期生產廠房 2建設有條不紊，第一階段廠房和生產線

安裝已基本完工，預計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開始投產。公司新能源電池材料研發如

期推進，以合成雲母為基材的新能源電池材料項目研發取得階段性進展，應用前測

(1) 本集團目前用於研發及生產珠光顏料產品及合成雲母粉的生產廠房位於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柳

州市，總佔地面積為 99,688.2平方米（「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為 56,445.6平方米，設計年產能

為 18,740噸珠光顏料產品，設計年產能為 12,470噸合成雲母粉。

(2) 計劃建設的生產廠房估計總佔地面積為 148,713.7平方米，用於生產本集團的珠光顏料產品，估

計設計年產量為 30,00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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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整體進展順利，測試產品耐高溫指標達到 1,150℃，耐高壓擊穿指標達到 20KV/

mm，產品質量優異。

中國國家政策支持

「十四五」規劃發布以來，新材料產業備受市場關注，是我國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

一。新材料產業被認為是 21世紀最具發展潛力並對未來發展有著巨大影響的高技

術產業。「十四五」規劃推動了高端新材料研發製造和國產替代需求。在新材料產業

中，雲母為基礎材料之一，目前是政策明確指向的產業。國家工信部把人工合成雲

母列為工業強基工程的新材料之一，屬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新能源材料製造以及功

能性填料製造板塊。根據國家發布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 (2018)》（國家統計局令第

23號），雲母珠光顏料屬其他新型功能材料，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顏料製造板塊。

珠光材料存在對傳統顏料的替代機會，市場規模超過人民幣 2,000億元，而本集團

當前珠光顏料所佔的份額僅 11%。

全國塗料和顏料標準化技術委員會頒布多項新行業標準，包括《化妝品包裝材料用

UV固化塗料》、《軌道交通車輛用塗料》、《船用污損自剝落型防污塗料》等，對塗料

的要求、試驗方法以及檢驗規則進行規定。基於珠光顏料良好的親水性和安全性，

新行業標準的頒布將進一步加深珠光顏料在化妝品、汽車塗料領域的應用。

國家財稅部門頒布了《關於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的公告》，「顏料及以其為基本

成分的製品」被列入出口退稅的商品清單，珠光材料作為顏料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出口退稅率提高至 13%。提高珠光材料的出口退稅率，將促進顏料產品出口，進

一步提高海外市場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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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市場規模呈高增長態勢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全球珠光材料的市場規模在過去幾年穩定增長。二零

二一年，全球珠光材料的市場規模達人民幣 216億元；預計二零二二年至二零二五

年間的年均複合增長率為 14.4%，全球珠光材料的市場規模將於二零二五年達人民

幣 376億元，其中，合成雲母基材珠光材料市場規模將達人民幣 71.0億元。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按二零二一年收益計，我們是中國市場最大的珠光顏

料生產商，市場份額為 11.0%。在全球市場，按二零二一年收益計，我們為第四大

珠光顏料生產商，市場份額為 3.09%。本集團產品銷售予中國以及亞洲、歐洲、非

洲、南美洲等 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客戶。

集團業務發展穩中求進

豐富的產品組合保證客戶需求

本集團的珠光顏料產品大致可分為：(a)天然雲母基珠光顏料產品；(b)合成雲母基

珠光顏料產品；(c)玻璃片基珠光顏料產品；(d)氧化矽基珠光顏料產品。本集團的

珠光顏料產品被用作各種應用及行業的著色劑，包括工業塗料、塑料、紡織品和皮

革、化妝品和汽車塗料。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不同的產品系列下

提供四大類珠光顏料產品，其不同的顏色、顆粒大小及光澤度如下：

(a) 17個系列中的 521種天然雲母基珠光顏料產品具有不同的顏色、質地及光澤

度；

(b) 14個系列中的 333種合成雲母基珠光顏料產品具有不同的顏色、質地及光澤

度；

(c) 三個系列中的 43種玻璃片基珠光顏料產品具有不同的透明度、折射率及片狀結

構；及

(d) 18種氧化矽基珠光顏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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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加大研發投入，研發碩果累累

本集團繼續加大技術研發投入，提供的珠光顏料產品數量繼續擴大。於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本集團已新推出 23種天然雲母基珠光顏料產品、22種合成雲母基珠光顏料

產品及 7種玻璃片基珠光顏料產品；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提供的珠

光顏料產品總數已達 915種。

此外，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我們成功獲得專利 2項，同時，提交 3項發明專利申

請。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擁有 35項專利技術、4項軟件著作權及

27項註冊商標，並被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認定為「國家知識產權優勢企業」。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投入使用的浙江大學七色珠光新材料聯合研發中心，近一年來，

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研發工作取得進展。目前，電池隔膜材料、絕緣隔熱材料等

方面的研發取得成果，開發了多款以人工合成雲母為基材的新能源電池隔熱阻燃材

料，部分研發產品正與多家新能源電池廠家和浙江大學實驗室進行應用前測試，整

體進展順利。

搶抓市場機遇，第二期生產廠房投產在即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持續擴大生產能力，進一步鞏固市場地位。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第二期生產廠房第一階段施工已基本完成，廠房及設備已陸續

安裝調試。預計於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開始第一階段的商業生產，預計增加 6,000

噸產能，新工廠將重點生產高端的汽車級和化妝品級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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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是廣西重大項目和「雙百雙新」項目，採用全球先進工藝與最高環保標準建設

的綠色生產基地。第二期生產廠房採用了先進的生產設備，建立了先進的生產管理

平台數據中心，實現業務信息，實物信息和管理控制信息的整合，實現了集約化、

流程化、規範化、智能化管理。項目的建成投產進一步提高了企業的競爭能力，為

未來市場份額增長打下堅實的基礎。

財務回顧

下文載列管理層對本集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業績的討論與分析。亦與本集團二零

二一年上半年的業績進行比較。請參閱附註 1，了解本集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及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業績的編製依據。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珠光顏料產品及合成雲母粉的生產及銷售業務。本集團的資產主要

位於中國，本集團經營一個可報告業務分部。該報告業務分部為一個以所需的技術

及營銷策略進行集中管理的策略業務單位，並向其客戶提供廣泛的珠光顏料產品，

即 (a)天然雲母基珠光顏料產品；(b)合成雲母基珠光顏料產品；(c)玻璃片基珠光顏

料產品；及 (d)氧化矽基珠光顏料產品。

本集團收益在產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按本集團預期有權獲得的承諾代

價金額確認，惟不包括代表第三方收取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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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按主要產品劃分的收益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珠光顏料產品

－天然雲母基 198,592 52.0 169,788 55.3

－合成雲母基 149,493 39.1 113,161 36.9

－玻璃片基 23,635 6.2 21,937 7.1

－氧化矽基 2,358 0.6 1,229 0.4    

374,078 97.9 306,115 99.7    

合成雲母粉 (1) 7,971 2.1 912 0.3    

合計 382,049 100.0 307,027 100.0
    

附註：

(1) 本集團生產不同顆粒大小的合成雲母粉，本集團可將其用於生產合成雲母基珠光顏料產品。合

成雲母粉亦可出售予本集團客戶，多數情況下，根據客戶要求，作為其生產功能性填料、絕緣

材料、耐火材料及鎳氫電池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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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客戶可大致分為貿易公司客戶及終端用戶客戶。前者將產品轉售予與本集

團並無直接合約關係的客戶。終端用戶客戶指使用本集團產品以供自用及生產用途

的客戶。

下表載列按產品劃分的本集團對貿易公司客戶及終端用戶客戶的銷售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貿易公司客戶

－珠光顏料產品 309,838 81.1 254,318 82.8

－合成雲母粉 — — 143 — *    

309,838 81.1 254,461 82.8    

終端用戶客戶

－珠光顏料產品 64,240 16.8 51,797 16.9

－合成雲母粉 7,971 2.1 769 0.3    

72,211 18.9 52,566 17.2    

合計 382,049 100.0 307,027 100.0
    

* 數值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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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按地點劃分的本集團對客戶銷售的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中國 369,167 96.7 295,441 96.2

亞洲 (1) 2,764 0.7 5,075 1.7

歐洲 (2) 4,017 1.1 3,466 1.1

非洲 (3) 6,101 1.6 2,884 0.9

南美洲 (4) — — 161 0.1    

合計 382,049 100.0 307,027 100.0
    

附註：

(1) 亞洲國家及地區包括巴基斯坦、香港、澳門及台灣、韓國、孟加拉國、日本、沙特阿拉伯、泰

國、土耳其、以色列、印度、印尼、約旦及越南。

(2) 歐洲國家包括愛沙尼亞、比利時、波蘭、德國、俄羅斯、烏克蘭、芬蘭、荷蘭、塞爾維亞、瑞

士、西班牙、意大利及英國。

(3) 非洲國家包括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及埃及。

(4) 南美洲國家包括巴西及智利。

銷售珠光顏料產品

珠光顏料產品的銷售收益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306.1百萬元增加至二零
二二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374.1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68.0百萬元或 22.2%。與二零
二一年上半年相比，天然雲母基珠光顏料產品的銷售額增加人民幣 28.8百萬元，或
17.0%。本集團將天然雲母基珠光顏料產品的銷售產品組合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
164種擴大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 272種。與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相比，合成雲母基
珠光顏料產品的銷售額增加人民幣 36.3百萬元，或 32.1%。本集團將合成雲母基珠
光顏料產品的銷售產品組合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 187種擴大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
的 312種。與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相比，玻璃片基珠光顏料產品的銷售額增加人民幣
1.7百萬元，或 7.7%。本集團將玻璃片基珠光顏料產品的銷售產品組合由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的 30種擴大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 43種。與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相比，氧
化矽基珠光顏料產品的銷售額增加人民幣 1.1百萬元，或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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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合成雲母粉

合成雲母粉的銷售額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0.9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二年上

半年的人民幣 8.0百萬元。該增加乃由於對合成雲母基珠光顏料產品的需求不斷增

加，合成雲母基珠光顏料產品的產量增加則由於技術改進及第一期生產廠房附加設

備的商業營運。

已售貨品成本

已售貨品成本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143.1百萬元增加 28.2%至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的人民幣 183.5百萬元。已售貨品成本的增加主要由於珠光顏料產品的銷

售量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 7,717噸增加 3.2%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 7,963噸，合

成雲母粉的銷量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 22.6噸增加 751.5%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

192.45噸。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161.9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195.6百萬元，增加 20.8%。毛利增加主要由於收益增加。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毛利

率為 51.2%，而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則為 52.7%。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與二零二一年上

半年的毛利率之間並無重大差異。

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的金額為人民幣 3.3百萬元，而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則為人民幣 4.4百萬元。有關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二零二二年上半

年本集團所進行的研發活動╱項目收到的中國政府補助金減少人民幣 1.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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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回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的減值虧損撥回的金額為人民幣 43,000

元，而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為人民幣 3.4百萬元。

銷售開支

銷售開支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12.5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人民

幣 18.5百萬元，增加 48.5%。銷售開支的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銷售辦事處的租賃開

支增加人民幣 2.55百萬元所致。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行政及其他開支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40.9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

的人民幣 45.6百萬元，增加 11.4%。該增加主要由於研發活動產生的開支增加人民

幣 5.7百萬元所致。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就研發活動產生開支人民幣 23.7百

萬元，而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則為人民幣 18.0百萬元。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6.1百萬元減少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人民

幣 5.0百萬元，減少 18.3%。該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償還其他借款人民

幣 1.5百萬元導致利息款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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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從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12.2百萬元增加到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人

民幣 19.2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除稅前溢利的增加。

期內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溢利為人民幣 110.8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的人民幣 98.2百萬元，增長 12.8%。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純利率下降至

29.0%，而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為 32.0%。

業務展望

儘管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反覆以及國際地緣政治衝突造成的不確定性，在董

事及管理層領導下，本集團將遵循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

求進，勠力同心，迎難而上。本集團將繼續秉承「奉獻精品，為世界創造美麗色彩」

的使命，堅持「誠信、創新、領先、和諧」的企業價值觀，促進本集團業務可持續發

展。策略如下：

珠光顏料行業的穩定增長

董事預計，珠光顏料產品在各工業部門的滲透率將會提高。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

研究報告，到二零二五年底，全球汽車珠光顏料市場將達到人民幣 45億元，複合年

增長率為 47.1%；全球化妝品珠光顏料市場將達到人民幣 87億元，複合年增長率為

32.8%。董事對該行業的長期前景持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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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拓展新的銷售渠道

本集團將積極拓展線下及線上營銷活動，推廣新推出的珠光顏料產品及其他珠光顏

料產品。本集團積極舉辦或參加新品發布會、展銷會、技術交流會等。此外，本集

團在上海建立營銷中心，組建網上營銷團隊，通過抖音、微信視頻號等短視頻平台

開展線上營銷和品牌推廣宣傳。

持續加大研發投入

第二期生產廠房的第一階段預計於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開始商業運營，本集團研發

計劃配合第二期生產廠房的生產和市場定位，將重點研發汽車耐候級、化妝品級以

及功能性珠光材料，為第二期生產廠房商業運營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此外，以合成雲母為基材的新能源電池材料，目前研發工作取得部分進展，應用前

測試整體進展順利，測試產品耐高溫指標達到 1,150℃，耐高壓擊穿指標達到 20KV/

mm，表明產品質量優異。

第二期生產廠房第一階段工程完工

為進一步提高本集團的產能，本集團將按計劃完成第二期生產廠房及鹿寨合成雲母

廠房 3的建設。第二期生產廠房的第一階段將於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投產，預計增

加產能 6,000噸。本集團亦會根據產能的增加調整銷售策略，確保產品生產出來能

順利銷售出去。

3 計劃建造的生產廠房估計佔地面積為 42,467.2平方米，用於生產合成雲母片，估計設計年產量

為 30,00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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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新的商業機會

本集團將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平台，執行「內源式發展與外延式擴張」與加快實施本

集團各項戰略布局保持均衡的戰略舉措，於適當時機進行併購活動，以加快業務擴

張。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股份（「股份」）自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六日（「上市日期」）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超額配股權（定義及描述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獲部分行使。本公司在

全球發售（「全球發售」）項下新發行的股份總數為 319,742,000股，而本公司自全球

發售獲得的所得款項淨額為 970.2百萬港元。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及二零

二一年八月獲得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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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及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實際用途：

指定用途

全球發售及
超額配股權的

所得款項
淨額的分配

佔總所得
款項淨額的

百分比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餘下結餘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的已動用金額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的餘下結餘

擬定用途的
預期時間      

百萬港元 %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建設第二期生產廠房 539.5 55.6 539.5 81.6 457.9 二零二五年
第一季度之前

建設鹿寨合成雲母廠房 330.8 34.1 330.8 — (1) 330.8 二零二五年
第二季度之前

增加對研發中心的研發設施及
 測試設備的投資

68.9 7.1 65.2 0.3 64.9 二零二二年底
之前

銷售及營銷活動以及
 建立銷售網路

31.0 3.2 28.5 3.3 25.2 二零二三年底
之前     

合計 970.2 100.0 964.0 85.2 878.8
     

附註：

(1) 將用於建設鹿寨合成雲母廠房（「鹿寨合成雲母廠房」）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為 330.8百萬港

元。然而，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並未將該款項用於此用途，主要是由於一家企業於該

地建立的若干建築物無法按計劃搬遷。本集團正就加快搬遷安排與相關政府聯絡，且預計該工

程可於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恢復。董事會確認，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保持不變，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該款項的未使用部分將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用於同一用途。鹿寨合成雲母廠

房建設的完成時間及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並無其他變動，與原計劃一樣。

截至本公告日期，未動用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結餘存放於香港及中國的持牌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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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定不宣派及派付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上半

年：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流動資金及債務

本集團的業務運營一般由其內部財務資源及銀行借貸提供資金。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受限制銀行結餘以及銀

行及現金結餘分別為人民幣 1,644.2百萬元及人民幣 1,605.5百萬元。該等結餘保持

在審慎的水平，以滿足本集團日常業務營運的需要。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銀行及現金結餘的增加主要由於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借款分別為人民幣

160.3百萬元及人民幣 157.9百萬元。借款的增加乃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新增其他

借款人民幣 3.9百萬元，由償還其他借款人民幣 1.5百萬元所抵銷。

資產負債比率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以總負債除以總權益計算）為

11.7%（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比率並無重大差異。

資產淨值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分別

為人民幣 2,453.4百萬元及人民幣 2,342.7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為人民幣 1.91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人民幣 1.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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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總額為人民幣 98.6百萬元的若干物業、廠房

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現金存款（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人民幣 112.0百

萬元）已抵押予金融機構，作為應付票據以及銀行及其他借款的抵押品。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公司的資本架構並無重大變動。本集團成員公司的資本包

括普通股。

有關本公司購股權的資料及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公司所授出購股權的變動詳情，載

於下文「購股權計劃」段落。

資本開支及承擔

資本承擔指截至某一特定日期已簽約但尚未產生的資本開支金額。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承擔分別為人民幣 565.3百萬元及

人民幣 635.0百萬元，即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擔並包括 (a)改造及擴建第一期

生產廠房以及 (b)建設第二期生產廠房及鹿寨合成雲母廠房以及購買相關生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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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大部分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計值，而購買若干進口原材

料的款項則需要以美元結算，因此本集團面臨的外幣風險有限。由於本集團不時監

測人民幣及美元之間的匯率，並保持足夠的美元用於結算，因此並無為該有限的風

險保持任何長期的對沖安排。

主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本公告中「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各段所披露者外，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

團並無任何主要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

僱員及薪酬政策

僱員為本集團最重要資產之一，僱員貢獻及支持非常寶貴。本集團會定期審閱僱員

的薪酬及福利待遇，以獎勵及表彰表現出色的僱員。其他附帶福利（如僱員的公積

金及購股權（如適用））的提供，旨在吸引及挽留人才，幫助本集團取得成功。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有 553名僱員，於香港有兩名僱員（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 501名及兩名）。本集團鼓勵高生產力，並根據僱員

的資質、工作經驗、現行市價及個人對本集團的貢獻來支付其薪酬。本集團亦採納

根據個人表現向符合資格的僱員提供獎金及購股權等形式的獎勵措施。根據適用的

法律及法規，本集團已參與由中國政府主管部門為其僱員管理的相關界定供款退休

計劃，並為香港僱員提供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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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已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通過的決議案

獲批准及有條件採納，以就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的貢獻提供獎勵及回報。於二零

二二年上半年，本公司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行使、註銷任何購股權或使任何

購股權失效。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綜合聯屬實體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並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後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項。

審核委員會審閱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與本集團管理層討論

有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制度以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亦已由

本集團的外聘核數師羅申美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

第 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審閱但尚未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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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致力於保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利益，提高企業價值，制定其業

務戰略及政策，並提高其透明度及問責制。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為基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第二部分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中的原則及守則條文，本

公司已採納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自身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一直適用於本公司。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C.2.1條守則條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分開，不應由同

一人士擔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蘇爾田先生（「蘇先生」）目前擔任此兩個

角色。蘇先生一直負責制定本集團的整體業務發展策略及領導本集團的整體營運，

並對本集團的業務增長發揮重要作用。因此，董事會認為同時賦予蘇先生主席與行

政總裁的角色可確保一致的領導權及實現更高效的整體策略規劃，有利於本集團的

業務發展。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層團隊及董事會將檢查及平衡權力與權限。

董事會認為，目前權利與權限的平衡不會受到損害，且該架構將使本公司能夠迅速

及有效地作出及執行決定。透過計及本集團的整體情況，董事會將於適當時候持續

檢討及考慮分開本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除上述偏差外，董事會認為，本公

司已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適用守則條文。董事會將定期審

查及加強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本公司繼續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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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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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向所有董事進行具體詢問後，

彼等確認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所需標準。

合規顧問權益

據本公司合規顧問安信融資（香港）有限公司（「安信」）通知，除本公司與安信就上

市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合規顧問協議外，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安信或其董事、僱員或緊密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於本集團擁有根

據上市規則第 3A.19條須知會本公司的任何權益。

發佈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所有資料的本公司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中期報告

將在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在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chesir.net)發佈。

承董事會命

環球新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蘇爾田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蘇爾田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金增勤先生、周方超先生及曾

珠女士；非執行董事胡永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麥興強先生、韓高榮教授及梁貴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