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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股份代號：509)

公佈 2017 年中期業績
***
股東應佔溢利增長 8.3%至 127,515,000 港元
鎂產品業務持續快速發展
山東紅日併入集團 壯大肥料業務版圖
業績摘要
千港元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17

2016

變化

1,522,185

1,236,142

+23.1%

- 農業肥料業務收入

855,064

681,960

+25.4%

- 金屬鎂產品業務收入

503,035

424,385

+18.5%

毛利

373,628

371,203

+0.7%

期內溢利

129,695

128,548

+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27,515

117,717

+8.3%

2.77

2.56

+8.2%

收入

每股基本盈利 (港仙)

(2017 年 8 月 31 日，香港) 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世紀陽光」或「公司」
，連同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股份代號﹕509），今天欣然公佈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止六個月（
「期內」
）業績。
期內，集團差異化產品競爭策略益顯成效，儘管受到商品價格波動、人民幣匯率貶值和
產品結構調節的影響，集團毛利率輕微下調，但是，整體表現穩中向上，其中，肥料業
務產能迅速增長，金屬鎂業務銷售量猛增。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整
體收入上升 23.1%至 1,522,185,000 港元（2016 年：1,236,142,000 港元）
，整體毛利率錄
得 24.5%（2016 年：30.0%）
。農業肥料業務之期內收入為 855,064,000 港元（2016 年：
681,960,000 港元）
，同比上升 25.4%，佔本集團總收入 56.2%（2016 年：55.2%）；金屬
鎂產品業務之期內收入為 503,035,000 港元
（2016 年: 424,385,000 港元）
，同比增長 18.5%，
佔本集團總收入 33.0%（2016 年：34.3%）
。
肥料三大生產基地相輔相成
本集團建立及擁有「樂呵呵」
、
「豐收」
、
「湛藍」
、
「豔陽天」及「東方紅」等多個馳名品
牌。農業肥料產品主要包括複合（混）肥料及生物有機肥料兩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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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集團農業肥料業務三個生產基地，分別位於江蘇、江西及山東。在全國肥料市
場擁有極高品牌知名度。其中，集團江蘇和山東生產基地經營歷史悠久，銷售網絡健全，
佈局完善，銷售市場覆蓋除西藏以外的中國北部、中部及南部省市區域。位於江西瑞昌
市正在興建的生產基地，預計第一期工程將於 2017 年第三季度內完成，目標年產能達
550,000 噸；第二期工程預計將於 2019 年內完成，目標年產能為 850,000 噸；整體項目
1,400,000 噸肥料生產線全部建成後，集團肥料年總產能將突破 3,000,000 噸，進入中國
複合肥料行業前列。江西新建生產基地的產品投放市場後，集團的生態肥料產品系列更
加豐富，進一步優化肥料產品結構。隨著本集團產能釋放和品牌效應，銷售量將得到更
大的提升。
此外，於期內併入集團的中國馳名複合肥製造商山東紅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東紅
日」）
，不僅成功於期內貢獻銷售，而且助力集團快速實現肥料總產能翻一番。期內，山
東紅日銷售量貢獻達約 97,250 噸及收入貢獻約 197,040,000 港元，拉動整個業務板塊營
運表現。
緊抓政策 加速發展複合肥及有機肥
受惠於國家的農業及有機肥政策，國內有機肥及其他複合肥的使用率正處於增長期，逐
步减低化肥的使用，以加快推進綠色農業發展。國家農業部在 2015 年印發《到 2020 年
化肥施用量零增長行動方案》
，更於 2017 年印發《開展果菜茶有機肥替代化肥行動方案》
，
目標到 2020 年，果菜茶優勢產區化肥用量減少超過 20%，核心產區和知名品牌生產基
地化肥用量减少超過 50%。農業部表示 2017 年安排中央財政資金 10 億元，挑選 100 個
縣(市)開展有機肥替代化肥示範，增施有機肥，實現化肥減量。
本集團相信，隨著國家推動减少使用化肥農藥，使用複合肥及有機肥爲大勢所趨，業務
發展將可乘國策之勢而上。加上集團從事生態肥料十多年來始終秉持測土配方、均衡施
肥和環保、綠色、生態、可持續的發展理念，完全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導向，市場前景
廣闊，發展空間巨大。作爲生態農業肥料行業領先企業，本集團將抓緊難得的發展機遇，
致力搶佔複合肥及有機肥市場份額。
鎂產品業務持續快速發展
本集團金屬鎂產品業務主要包括基礎鎂產品及高端稀土鎂合金產品，受益於產能擴張,
為集團的營收持續帶來貢獻。
本集團於吉林省白山市擁有品質優良、儲量豐富的白雲石礦產資源，並建成了設備先進
的原鎂及鎂合金生產基地，完全實現了上游資源自主供應與下游生產能力相互配套的鏈
結，以及充分利用集團擁有多項高性能鎂合金生產工藝和製備方法技術專利，爲本集團
鎂業務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動力。
本集團附屬公司權智（國際）有限公司（「權智國際」，股份編號﹕601）擁有位於新疆
的鎂製品生產基地，於期內繼續為本集團金屬鎂業務業績帶來貢獻。權智國際之新疆生
產基地獲政府批准鎂合金建設產能規模 100,000 噸，現時產能 15,000 噸已建成及生產，
另外新增 30,000 噸年產能生產線已正式啟動建設，預計 2018 年將陸續投產。新疆基地
整體擴建項目全部完成後，連同現有產能，本集團未來鎂合金總產能規模將突破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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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使本集團進入中國金屬鎂行業第一方陣。
於 2017 年 4 月 18 日，本集團與權智(國際)發表聯合公告，就可能出售世紀陽光於中國
吉林省白山市金屬鎂業務之權益予權智(國際)簽訂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該可
能交易將轉移世紀陽光之金屬鎂業務之權益予權智(國際)持有。世紀陽光將就任何發展
及/或具法律約束力簽訂之協議作出相關公告。
其他業務
本集團的其他業務包括煉鋼熔劑及電子產品業務。本集團擁有的優質蛇紋石礦產資源既
是硅鎂肥產品的重要生產原料，也是冶煉鋼鐵不可或缺的輔助材料。在確保硅鎂肥生產
原料供應充足穩定的前提下，本集團銷售部份蛇紋石予國內大型鋼鐵企業以獲得持續穩
定的收入。
董事局主席池文富先生表示：「隨著國家產業政策逐步落實，以及市場對新型肥料和鎂
合金新材料的認識日漸提高，市場對本集團的產品需求將持續增加，成爲本集團業務增
長的推動力。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實行產品差異化市場策略，致力擴充肥料業務及金屬
鎂產能，透過收購合併加快搶佔行業前列地位，並研發更多滿足市場需求的高性能高附
加值產品以迎合市場需求，努力爲股東創造更好的回報。」
– 完 –
關於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09)
本集團主要從事鎂合金和生態農業肥料的研發及生產等垂直一體化業務，於2008年8月1
日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為509。2015年2月，本集團成功收購權智（國際）
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1），目前持有股份約51.88%。
欲瞭解更多詳情，請瀏覽公司網站 http://www.centurysunshine.com.hk
此新聞稿由佳信通策略顧問有公司代表世紀陽光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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