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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股份代號：509)

公佈 2017 年全年業績
***
肥料產品產銷大幅增加 實現產能及產品種類跨越式增長
整裝待發引領生態肥料新時代

業績摘要
千港元

截止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7

變化

2016

收入

3,772,290

2,589,221

+45.7%

- 農業肥料業務收入

2,225,499

1,399,088

+59.1%

- 金屬鎂產品業務收入

1,158,248

910,984

+27.1%

毛利

918,703

759,861

+2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60,316

302,334

-13.9%

5.67

6.57

-13.7%

每股基本盈利 (港仙)

(2018 年 3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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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
止年度（
「年內」
）全年業績。
年内，本集團肥料產品產銷大幅增加，種類更多元化，實現產能及產品種類跨越式增長。
金屬鎂業務成功重組，亦使本集團業務發展邁向新一個里程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年內」)，本集團整體收入上升 45.7%至 3,772,290,000 港元（2016 年：
2,589,221,000 港元）。
本集團利潤下降原因主要由於年內因未變現兌換虧損，財務費用及行政費用之增加(其
中: 未變現兌換虧損約 42,967,000 港元，因發債及業務重組而產生的專業費用約
45,687,000 港元)。有關詳情請見本集團 2017 年度業績公告。
農業肥料業務之收入為 2,225,499,000 港元（2016 年：1,399,088,000 港元）
，同比上升
59.1%，佔本集團總收入 59.0%
（2016 年：54.0%）
；金屬鎂產品業務之收入為 1,158,248,000
港元（2016 年：910,984,000 港元）
，同比增長 27.1%，佔本集團總收入 30.7%（2016 年：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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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肥料業務

肥料產能規模擴大
山東紅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東紅日」
）於 2017 年 4 月併入本集團，為本集團貢獻
肥料產能及銷售收入，令本集團肥料產能迅速擴大，且產品品種更豐富。江蘇基地、連
同山東紅日，以及新建的江西基地生產線全部建成後，本集團肥料年總產能在未來將突
破 300 萬噸，有望晉級中國生態肥料大型企業行列。
本集團位於江西省瑞昌的生產基地建設進度順利，第一期年產能達 550,000 噸肥料生產
線，已於 2017 年 10 月中旬開始試生產，產品包括高塔肥和專用複合肥；第二期年產能
為 850,000 噸項目工程也將啟動在即。江西瑞昌生產基地整體設計產能 1,400,000 噸，
並將建設磷石膏堆場及港口碼頭等配套設施。

肥料產品結構優化
本集團的農業肥料產能大幅增長和產品系列多樣化。農業肥料產品大致上分三類：生態
類肥料、功能性肥料和通用型肥料。
生態類肥料 – 該類肥料為本集團的傳統產品，包括有機肥、生物肥等。此類產品對環
境友好，可改善土壤有機質，增強土地可持續種植能力。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
入推進和相關利好政策的相繼實施，生態肥料將獲市場熱烈推崇。作為香港第一家經營
生態類肥料的上市公司，這無疑將助推本集團肥料事業穩步發展，在中國複合肥及有機
肥市場有望拔得頭籌。
功能性肥料 – 此類產品可改善農作物品質和滿足特別種植需要，包括硅鎂肥、生命元、
海藻肥等。本集團擁有全亞洲最大，儲量豐富，品位優質的蛇紋石礦，能夠保證本集團
硅鎂肥的品質及主要原材料低成本持續穩定的供應。年內，本集團推出自主研發的獨家
新產品：「生命元」新型功能性肥料。該產品可提高肥料利用率，改善作物情況且改良
土壤。本集團另一新產品「海藻肥」，可啟動作物本身的免疫系統，提高作物自身抵抗
力，有效降低土壤病菌指數。
通用型肥料包括硫基肥、氯基肥、摻混肥等，本集團的通用型肥料旗艦產品「樂呵呵」
及「豔陽天」
，享譽國內市場。該類產品可為農作物提供基本養份的複合（混）肥料。
此外，本集團江西生產基地已建成的高塔肥生產線，可生產高含量和差異性的新型肥料
產品，該肥料產品市場需求大、產品科技含量高。同時，該新型肥料產品也填補了江蘇
和山東兩個生產基地供應北部與中部市場新產品的空缺。此外，江西基地濱臨長江南岸，
地理位置優越，可充分利用緊靠長江黃金水路運輸的便利條件將大幅降低物流運送成本，
進一步擴展肥料產品供應鏈，也彌補了江蘇和山東兩個生產基地產品銷售南方市場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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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遠的劣勢。

銷售網絡擴展
隨著江西生產基地新型生態肥料產品陸續投放市場，本集團銷售網絡的點面佈局進一步
完善。銷售網絡從收購山東紅日前著重在中國東部，已大跨步擴展到當前的全國各省市
區域（西藏除外）。足證收購山東紅日不僅擴充本集團銷售網絡版圖，強化本集團的生
產技術、更加提升本集團在中國肥料行業知名度和市場地位，有利於吸納更多人才，為
本集團未來肥料業務進一步拓展提供更大支撐。
金屬鎂產品業務
本集團於 2017 年 9 月宣佈出售持有之中國稀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金屬鎂業務的權
益予本集團附屬公司權智（國際）有限公司（「權智國際」，股份編號：601），於 2017
年年末，金屬鎂業務重組交割完成。重組後，世紀陽光與權智國際之間的業務領域得以
更清晰地劃分。世紀陽光將專注營運肥料業務，而權智國際將主要營運金屬鎂業務。
本集團金屬鎂產品業務主要包括基礎鎂產品及稀土鎂合金產品。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金屬鎂產品業務為本集團貢獻收入 1,158,248,000 港元（2016 年：910,984,000
港元），銷售量為 50,463 噸（2016 年：36,201 噸）
，整體金屬鎂產品銷售量同比大幅增
加 39.4%。年內，鎂業務之整體毛利率為 24.3%（2016 年：29.0%）
。於銷售價格基本平
穩情況下，金屬鎂產品業務之銷售收入錄得 27.1%增長。
權智國際位於新疆之金屬鎂生產基地，獲批准建設產能 100,000 噸，待新增生產線全部
完工後，權智國際未來鎂合金總產能規模將達 170,000 噸。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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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獨特的上游資源自主供應與下游生產能力相互配
套的產業鏈，本集團的金屬鎂產品業務處於有利地位，繼續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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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適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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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肥料業務於年內已實現跨越式發展：隨著山東紅
日生產基地逐步進入發展軌道和江西生產基地生產線陸續落成，本集團肥料業務產能大
幅提升，將可快速提升本集團在中國肥料行業知名度和市場地位。管理團隊堅定信念，
不忘初心，不辱使命，矢志帶領三個肥料生產基地攜手奮進在『讓作物更高產，讓土地
更肥沃』的生態複合肥發展的新時代，並努力爲股東創造更好的回報。」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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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09)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態農業肥料及鎂合金的研發、生產及分銷等垂直一體化業務。為擴大
肥料業務版圖，本集團於 2017 年 4 月成功收購及合併中國馳名複合肥製造商山東紅日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開拓銷售市場及客戶網絡接近全國，加上江西生產基地於 2017 年
第四季度投產，本集團未來肥料產能將突破 300 萬噸。2017 年 11 月 30 日，本集團金
屬鎂業務重組完成，世紀陽光金屬鎂業務權益已全部轉讓予權智（國際）有限公司（股
份代號﹕601）持有。本集團目前持有約 72.42%權智（國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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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者及傳媒垂詢:
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李凱雯女士 +852 2186 4321

ir@centurysunshine.com.hk

佳信通策略顧問有公司
李安妮女士 / 林鐸靈女士

+852 3953 3223

centurysunshine@icadvisor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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