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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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69）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經營成果如下：

‧ 總收入約為人民幣 3,677.6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 628.1百萬元，
增幅約為20.6%。

‧ 毛利約為人民幣807.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219.3百萬元，毛利
增幅約為37.3%。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約為人
民幣354.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49.8百萬元，增幅約為16.3%。

‧ 與去年同期比較，本集團來自國內客戶的收入增加約17.1%，本集團來自海
外客戶的收入增加約67.1%。

‧ 中期股息並不宣派。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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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
審核簡明合併中期業績以及同期比較數據如下：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3,677,647 3,049,579

銷售成本 (2,870,334) (2,461,546)  

毛利 807,313 588,033

其他收入 5 17,257 16,263

銷售費用 (84,861) (63,318)

管理費用 (298,582) (231,641)  

經營利潤 441,127 309,337

融資收入 6 7,863 40,536

融資成本 6 (108,209) (36,028)  

淨融資（成本）╱收入 (100,346) 4,50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03 282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54,357 33,012  

除稅前利潤 7 395,841 347,139

所得稅 8 (51,982) (46,781)  

本期利潤 343,859 30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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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綜合收益（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項目）：
可供出售證券 12,456 46,859

可供出售證券相關所得稅項 (1,868) (7,029)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6,041 –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16,629 39,830  

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360,488 340,188  

應佔本期利潤：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54,514 304,736

非控股權益 (10,655) (4,378)  

本期利潤 343,859 300,358  

應佔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69,371 344,566

非控股權益 (8,883) (4,378)  

本期綜合收益總額 360,488 340,188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基本及攤薄 9 0.52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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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以人民幣列示）

附註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61,356 982,027

在建工程 128,147 88,743

無形資產 183,261 146,300

租賃預付款項 234,492 166,225

於聯營公司權益 10,970 10,747

於合營公司權益 862,113 720,312

其他非流動資產 272,227 429,670

遞延稅項資產 7,538 10,442  

非流動資產總額 2,760,104 2,554,466  

流動資產
存貨 11 733,457 678,062

應收賬款及票據 12 2,654,136 2,119,178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03,048 177,117

其他金融資產 13 237,944 6,8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02,400 2,047,125  

流動資產總額 5,430,985 5,028,343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4 2,019,743 1,636,609

應付賬款及票據 15 908,700 852,334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98,474 468,047

應付所得稅 29,859 19,877  

流動負債總額 3,556,776 2,976,867  

淨流動資產 1,874,209 2,05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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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34,313 4,605,94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4 552,769 820,820

遞延收益 80,321 53,447  

非流動負債總額 633,090 874,267  

淨資產 4,001,223 3,731,67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682,115 682,115

儲備 3,143,425 2,892,74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總權益 3,825,540 3,574,859  

非控股權益 175,683 156,816  

權益總額 4,001,223 3,73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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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長飛光纖光纜有限公司為一家於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成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的中外合資合營企業，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更名為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並
在中國改制為外商投資股份制有限責任公司。於同日，本公司股本折合為總股本479,592,598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日，本公司H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於同日，本公司透過向香港及海外投資者公開發售本公司H股，按每股H股7.39港元之價格
合共發行159,87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之H股。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完成向若干董事及經選定員工發行內資股及H股以及向
四名獨立專業機構投資者非公開配售H股之事宜。本公司按每股7.15港元之認購價合共發行
42,652,000股（包括H股及內資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之股份。

本集團主要從事研究、開發、生產和銷售光纖預製棒、光纖、光纜及相關產品。

2.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之中期簡明財務資料以《香港聯交所証劵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適用的披
露規定，並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 34章《中期財務報告》作為編製基
準，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但已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閱。本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
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獲授權刊發。

本未經審核之中期簡明財務資料並未包含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的所有資料及披露內容，其
應當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配合閱覽。

3. 重大財務政策概要

本中期簡明財務資料之編製基準所適用的財務政策，除若干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修訂的
強制適用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之年度報表的準則外，其餘均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保持一致。上述修訂的準則之適用並未對本集團的財務
狀況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

4. 收入

本集團主要從事光纖預製棒、光纖、光纜和其他相關產品的生產及銷售和服務。收入代表銷
售商品的銷售價值，扣除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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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供出售證券投資股利收入 5,405 156

特許權使用費 2,950 2,950

政府補助 6,795 13,177

經營租賃租金收益 400 422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的收益 2,89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淨額 (938) (854)

買賣證券的已變現及未變現淨虧損 (252) –

其他 – 412  

17,257 16,263  

6. 淨融資（成本）╱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融資收入

利息收入 7,863 15,191

匯兌收益淨額 – 25,345  

融資收入 7,863 40,536  

(b)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 (24,613) (33,383)

減：計入在建工程之資本化利息費用 381 1,276  

(24,232) (32,107)

其他融資費用 (409) (1,526)

匯兌損失淨額 (78,511) –

銀行手續費 (5,057) (2,395)  

融資成本 (108,209) (3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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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已扣除╱（計入）：

(a) 員工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12,644 168,214

定額退休供款計劃的供款 22,685 18,643  

235,329 186,857  

根據中國有關勞動規則及規例，本公司及其於中國的附屬公司為其員工參與由中國當
地政府主管部門組織的定額退休供款計劃（「計劃」）。本公司及其於中國的附屬公司須
按員工基本薪金的20%向計劃作出供款。當地政府機關負責全部應付退休員工的退休
福利。除上述年度供款以外，本集團並無其他與這項計劃相關的其他重大退休福利支
付責任。

(b)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攤銷
－租賃預付款項 2,037 1,217

折舊
－使用於經營租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434 171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65,605 55,676

研究和開發支出 101,357 83,245

存貨成本 2,875,276 2,46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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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合併綜合收益表內的所得稅

合併綜合收益表內的所得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期內撥備 49,078 42,679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及轉回 2,904 4,102  

51,982 46,781  

本公司及其於中國的附屬公司須按25%的法定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有關批准文件，本公司獲認可為「高新技術企業」，且於本期間滿足條
件後可享有15%的優惠所得稅稅率。於二零一四年，相關當局發出批文，指本公司於二零一
五年至二零一七年三年間仍被認可為「高新技術企業」。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乃按相關國家及地區現行適當稅率徵收。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基於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354,514,000元（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04,736,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
682,114,598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39,462,598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期內，本公司不存在潛在稀釋性股份。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一致。

10. 分部報告

本集團通過產品管理業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照分配資源、
評估業績用途而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層進行內部匯報所一致的方式列報以下兩個可呈
報分部。概無合併任何經營分部，以組成以下報告分部。

‧ 光纖及光纖預製棒：此分部生產光纖及光纖預製棒，並用於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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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纜：此分部生產光纜，並用於外銷。

本集團將其他非報告分部合併以「其他」呈列。此部分的收入主要來源於銷售設備、材料及
其他相關產品。

(a) 分部業績

為評估分部業績、在分部間分配資源，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層按以下基準對各可呈報
分部的應佔業績進行監控：

收入和費用乃參考各可呈報分部產生的收入和發生的開支分配給各可呈報分部。用於
衡量可呈報分部利潤的指標為毛利。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其他經營開支，如銷售及管理費用，融資收入和融資成本，以及
應佔聯營和合營公司業績並未由各個分部考量。因此，未呈列分部資產和分部負債，
亦或資本支出、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等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提供給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層用作進行資源
分配並對分部業績作出評估的關於本集團可呈報分部的資訊如下：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光纖及
光纖預製棒 光纜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收入
外部客戶收入 1,920,608 1,574,229 174,489 3,669,326

與合營公司順流交易收入抵銷 8,576 – (255) 8,321    

外部客戶收入 1,929,184 1,574,229 174,234 3,677,647    

可呈報分部利潤（毛利）
抵銷未實現利潤前的分部利潤 669,559 109,821 30,566 809,946

抵銷與合營公司的
未實現順流交易利潤 (2,633) – – (2,633)    

可呈報分部利潤（毛利） 666,926 109,821 30,566 80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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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光纖及
光纖預製棒 光纜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收入
外部客戶收入 1,871,222 1,047,541 141,524 3,060,287
與合營公司順流交易收入抵銷 (11,175) – 467 (10,708)    

外部客戶收入 1,860,047 1,047,541 141,991 3,049,579    

可呈報分部利潤（毛利）
抵銷未實現利潤前的分部利潤 509,167 74,496 5,549 589,212
抵銷與合營公司的
未實現順流交易利潤 (1,179) – – (1,179)    

可呈報分部利潤（毛利） 507,988 74,496 5,549 588,033    

(b) 地區信息

下表載列本集團外部客戶收入有關地理位置資訊。客戶的地理位置是根據交付商品的
位置確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大陸（所在地） 3,320,265 2,835,767
其他 357,382 213,812  

3,677,647 3,049,579  

於本期間，本集團非流動資產處於中國，印尼及南非。

11. 存貨

合併財務狀況表中本集團的存貨包括：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及備件 339,740 330,155
在產品 58,596 56,346
產成品 335,121 291,561  

733,457 67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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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關聯方 319,105 227,179

－第三方 2,119,805 1,732,005

應收票據 225,990 174,051

減：呆賬撥備 (10,764) (14,057)  

2,654,136 2,119,178  

本集團的所有應收賬款及票據預計將於一年之內收回。

賬齡分析

本集團按發票日之應收賬款及票據（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1,878,777 1,671,587

三至六個月 398,455 176,609

六個月至一年 284,659 142,975

一至兩年 68,162 111,313

二至三年 23,484 12,146

三年以上 599 4,548  

2,654,136 2,119,178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客戶包括部分合營公司、三家國有電信運營商（「三家國有電信運營商」）
及其他第三方。本集團一般要求三家國有電信運營商於收到貨物時支付70%–80%貨款並在
一年內支付其餘部分。同時，本集團向長期合作並具有良好支付紀錄的第三方客戶及合營
公司授予30至90天的信用期。個別客戶的信用期均單獨考量並於銷售合同中相應註明。本
集團通常不會向客戶收取擔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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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金融資產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交易性證券
–在中國境內上市 8,158 1,861

可供出售債務證券
–非上市 15,050 5,000

一年內到期的定期存款 214,736  

237,944 6,861  

可供出售債務證券是指若干中國國內或上市商業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可供出售債務證券並無逾期或減值。

14. 銀行貸款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為無擔保，其還款時間呈列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019,743 1,636,609  

一年後但兩年內 39,894 325,012

兩年後但五年內 470,875 453,808

五年後 42,000 42,000  

552,769 820,820  

2,572,512 2,457,429  

本集團部分銀行貸款須遵守若干與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相關的財務契約，此類財務契
約常見於金融機構的借款安排中。若本集團違反了契約，銀行貸款將可以被要求立即償還。
本集團定期監控對相關契約的遵守情況。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違反相關契
約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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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關聯方 141,984 132,460

－第三方 654,113 658,254

應付票據 112,603 61,620  

908,700 852,334  

預計所有應付賬款及票據將在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賬齡分析

本集團的應付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903,022 846,567
一年後但兩年內 1,892 2,685
兩年後但三年內 1,130 534
三年後 2,656 2,548  

908,700 852,334  

16. 股本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日，本公司按每股7.39港元之價格進行全球首次公開發售，向香港及
海外投資者合共發行 159,87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H股。全球首次公開發售總所得
款項淨額為人民幣892,409,000元（相當於1,130,633,000港元）。據此，本公司之繳足股本及股本
儲備分別增加人民幣159,870,000元及人民幣732,539,000元，已扣除發行費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本公司按每股認購價7.15港元及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完成了
(i)根據二零一五年核心員工持股計劃（「員工持股計劃」），向四家有限合夥企業發行30,783,000
股內資股，其中一家有限合夥企業由本公司四名董事及部分高級管理層成員持有，其他三
家有限合夥企業由被挑選參與的員工持有，向本公司兩名董事發行1,205,000股H股；以及 (ii)
向四家獨立專業機構投資者配售 10,664,000股H股。上述發行及配售所得款項淨額合共分別
為人民幣 189,512,000元（相當於 228,578,000港元）以及人民幣 61,777,000元（相當於 73,892,000港
元）。因此，本公司之繳足股本及股本儲備分別增加人民幣42,652,000元及人民幣 208,637,000
元，已扣除發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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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利

於期內批准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上個財政年度的股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期內批准的應付上一財政年度的末期股利
每股人民幣0.174元（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人民幣0.166元） 118,688 106,151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支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上個財政年度有關的股利為
人民幣零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會並無宣派當期及前期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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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綜述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作為世界領先的光纖預製棒、光纖及光纜供應商之一，本
集團收入約達人民幣3,677.6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3,049.6百萬元增
長約20.6%。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 807.3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
588.0百萬元增長約37.3%。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約為人
民幣354.5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304.7百萬元增長約16.3%。

每股基本盈利為每股股份人民幣0.52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
股股份人民幣0.48元）。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於本期間約為人民幣3,677.6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
3,049.6百萬元增長20.6%。

按產品分部劃分，約人民幣 1,929.2百萬元的收入來自本集團的光纖預製棒及光
纖分部，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 1,860.0百萬元增長 3.7%及佔本集團總收入
52.5%；而人民幣1,574.2百萬元的收入乃來自光纜分部，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為人
民幣1,047.5百萬元增長50.3%及佔本集團總收入42.8%。本集團總收入造出可觀升
幅，主要受惠於三家國有電信運營商繼續大力發展4G網絡基礎建設，以及中國政
府持續推進實施「寬帶中國」、「互聯網+」等國家戰略，上述因素尤其對光纖和光
纜的需求起到促進作用，並帶來額外動力。

其他產品服務貢獻收入約為人民幣174.2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142.0

百萬元增長22.7%，及佔本集團總收入4.7%。其他收入增長主要是隨著本公司新業
務，包括室內佈線、雲計算及網絡工程建設及服務的發展實現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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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分部劃分，約人民幣 3,320.3百萬元的收入來自中國客戶，較二零一五年同
期約2,835.8百萬元增長17.1%及佔本集團總收入90.3%，而約人民幣357.3百萬元的
收入乃來自海外客戶，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 213.8百萬元增長 67.1%及佔本集團總
收入約9.7%。海外銷售增長的主要驅動是光纜和室內布綫的增長，主要源於本公
司持續穩定的推行國際化戰略。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於本期間約為人民幣2,870.3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
幣2,461.5百萬元增長 16.6%，佔本集團收入的 78.0%。銷售成本升幅與本集團收入
增長相符。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包括 (i)原材料成本；(ii)生產間接費用（包括機器及設備折舊、
易耗品、租金開支、水電及其他生產間接費用）；及 (iii)直接勞工成本。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原材料成本總額約為人民幣 2,619.2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約人民幣2,247.7百萬元增加16.5%。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生產間接成本以及直接勞工成本約為人民幣251.1百萬元，較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13.8百萬元增加17.4%。

毛利及毛利率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毛利為人民幣 807.3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588.0百萬元增加37.3%，同時毛利率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19.3%提升至二零一六
年上半年的22.0%。毛利率的增長主要由於銷售構成的變化以及自二零一五年第
四季度起光纖及光纖預製棒的平均售價之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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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費用

本集團的銷售費用於本期間約為人民幣84.9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人民
幣63.3百萬元增加34.1%。增幅主要源於本期間售出較多光纖及光纜，從而產生了
更多的國內外運輸費用。

管理費用

本集團的管理費用於本期間約為人民幣298.6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人民
幣231.6百萬元增加28.9%。增幅主要源於過去 12個月新成立的附屬公司陸續於二
零一六年上半年開始建設和投入正式運營，從而產生較多管理費用。

淨融資（成本）╱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淨融資成本較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幣104.9百萬元，主要源於對外
幣債務（主要是外幣銀行貸款）重新計量後的外匯損失增加人民幣103.9百萬元。自
二零一六年一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及歐元的匯率分別貶值2.1%及3.9%，而去年
同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基本穩定，人民幣對歐元的匯率升值7.9%。於本期間，本
集團已對銀行借款作出結構調整，通過借貸較多人民幣來减少人民幣對美元和歐
元匯率貶值導致匯兌淨損失。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歐元和美元所
佔的銀行借款的比例分別為35.8%、54.9%和9.3%。

本集團銀行貸款於本期間的實際利率介乎年利率0.77%至3.92%（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利率0.91%至4.50%）。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業績

於本期間，本公司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利潤得以顯著增長，由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的約人民幣 33.3百萬元增長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 55.1百萬元，這
主要得益於中國市場對光纖需求的顯著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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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本集團的所得稅於本期間為人民幣 52.0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46.8百萬元增長11.1%。此外，實際稅率由二零一五年的13.5%下降至二零一六年
的13.1%。於二零一四年，本公司繼續獲認定為由二零一五年起至二零一七年三
年之高新技術企業，並享有15%的優惠稅率。

產能

於本期間，本公司在蘭州建立的產能約為年產二百萬芯公里全資光纜子公司已全
面投產，進一步提高了我們的光纜產能。

資本支出

於本期間，本集團產生資本支出總額約為人民幣355.6百萬元，涉及購買物業、廠
房及設備、無形資產及租賃預付款項，主要與提升三大產品在國內外的產能以及
提高現有光纖預製棒及光纖設備的生產效率有關。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H股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日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按每股H股7.39港元
之價格合共發行159,87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之H股，總額約為人民幣932.5

百萬元（相當於約1,181.4百萬港元）。上述本公司H股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承
銷費用及有關上市開支後）約為人民幣892.4百萬元（相當於約1,130.6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該首次公開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已根據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招股章程內「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
所載的用途按百分比被完全利用。



– 20 –

已使用款項 尚未使用款項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全球發售所得款項
淨額之用途

計劃
使用比例

計劃
使用款項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三月
二十四日止 #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止

（人民幣百萬元，百分比除外）

全球範圍內的原材料和
設備採購 20% 178.5 178.5 178.5 178.5 –

建設武漢長飛科技園一期
項目以擴大產能 27% 241.0 186.8 239.9 241.0 –

研發替代光纖預製棒生產
工序項目 13% 116.0 116.0 116.0 116.0 –

設立海外生產基地 10% 89.2 56.2 56.2 89.2 –

償還銀行貸款 20% 178.5 178.5 178.5 178.5 –

補充營運資金以改善本公司
的流動資金和負債率 10% 89.2 89.2 89.2 89.2 –      

合計 100% 892.4 805.2 858.3 892.4 –      

# 2015年年度報告日期

非公開配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以非公開配售的方式發行了11,869,000股H股及
30,783,000 股內資股。非公開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承銷費用及有關發行開支
後）合共約為人民幣251.3 百萬元（相當於約302.5 百萬港元）。根據本公司關於非公
開配售發佈的股東通函及公告，其中關連人士及員工有限合夥認購H股及內資股
所得款項 (i)人民幣 189.5 百萬元（相當於約 228.6百萬港元）將用於潛江長飛科技園
二期項目之建設，以拓展本公司光纖預製棒之產能，以及H股配售所得款項 (ii)人
民幣61.8百萬元（相當於約73.9百萬港元）將用於支持本集團業務的發展，尤其是支
持國內外的產能擴充，並作為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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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源於非公開配售之所得款項凈額總額約人民幣
91.0百萬元（相當於約109.6百萬港元）已根據股東通函及公告所載的上述用途用於
(i)向長飛光纖潛江有限公司投入資本金人民幣 63.0百萬元（相當於約 76.0百萬港
元），該全資子公司負責發展潛江長飛科技園二期項目，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
十日止，該資本金已用於購買土地和廠房建設；(ii)為發展本集團國外產能 (a)向在
印尼成立的非全資控股子公司長飛光纖印尼有限公司投入資本金人民幣10.5百萬
元（相當於約12.6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該資本金已用於購
買拉絲設備；(b)向在南非成立的非全資控股子公司長飛光纖非洲控股有限公司
投入資本金人民幣16.5 百萬元（相當於約19.8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
十日止，該資本金尚未使用；以及 (iii)作為一般營運資金用於支付相關經營費用
人民幣1.0百萬元（相當於約 1.2百萬港元）。未動用所得款項凈額約人民幣160.3百
萬元（相當於約192.9百萬港元）已存放在本集團之銀行賬戶作為短期活期存款。日
後，本公司將依據股東通函及公告所載的用途使用尚未動用的所得款項凈額並披
露使用的具體情況。

已使用款項 尚未使用款項

非公開配售所得款項
淨額之用途

計劃
使用比例

計劃
使用款項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三月
二十四日止 #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止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八月
二十六日止

（本公告日期）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本公告日期
（人民幣百萬元，百分比除外）

建設潛江長飛科技園二期
項目以擴大預製棒產能 75% 189.5 – 63.0 63.0 63.0 126.5/126.5

支持本集團擴充產能及補
充營運資金 25% 61.8 – – 28.0 28.0 33.8/33.8       

合計 100% 251.3 – 63.0 91.0 91.0 160.3/160.3       

# 2015年年度報告日期

負債資本比率

本集團以負債資本比率監察負債狀況，比率以債務淨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債務
淨額包括所有銀行貸款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
負債資本比率為26.7%（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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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分析

下表載列摘錄自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合併現金流量表之選定
現金流量數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使用的淨現金 (140,315) (380,719)

投資活動使用的淨現金 (469,250) (317,391)

融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 54,638 55,7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554,927) (642,354)  

本集團經營活動使用的凈現金減少約人民幣240.4百萬元，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本
期間之收入增加大於應收賬款及票據增加額。

本集團投資活動使用的凈現金增加約人民幣151.9百萬元，乃主要由於開始建造潜
江長飛科技園二期項目及若干國內其他地方和海外項目所致。

本集團融資活動產生的凈現金保持穩定，乃主要由於本集團自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借貸水平的提升與二零一五年同期借貸水平的提升相當。

淨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淨流動資產為人民幣 1,874.2百萬元，較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2,051.5百萬元減少人民幣177.3百萬元。淨流動資產
減少乃主要由於為降低滙率風險，本公司於本期間內償還了部分美元長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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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為人民幣 2,572.5百萬元，較於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457.4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15.1百萬元。本集團大
部分銀行貸款均為浮動利率貸款，以美元或歐元或人民幣計值。其中美元及歐元
貸款佔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貸款的64.2%。

自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的人民幣匯率改革之後，人民幣對美元及歐元之匯率持
續下跌。本集團通過以人民幣貸款替換美元及歐元貸款的措施，降低了美元及歐
元貸款水準。因此，我們的美元及歐元貸款比例從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92.4%下降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64.2%，而人民幣貸款比例從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的7.6%上升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35.8%。

承擔及或然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結算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
－物業、廠房及設備 465,142 202,009

－對合營公司的投資 142,383 226,840  

已授權但未訂約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2,575 741,881

－租賃預付款項 – 43,950  

1,060,100 1,214,680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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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以取得任何銀行融資或銀
行貸款。

匯率波動影響

本集團大部分的收入及支出均以人民幣結算，而本集團若干銷售、採購和金融負
債則以美元及歐元計值。本集團大多數銀行存款都是人民幣、美元、歐元和港幣
方式存置。

由於人民幣自二零一五年八月以來的貶值和人民幣的疲軟一直在加快，人民幣對
其他外幣的匯率不再像過去那樣堅挺。因此，這可能帶來因採購成本和外匯負債
的重新計量而導致的匯兌損失。於本期間，本集團遭受人民幣與美元或歐元之間
不利的匯率波動，從而導致了人民幣78.5百萬元的匯兌淨損失。

於本期間，本集團訂立了若干貨幣結構性遠期合約，以减低外匯風險。本集團將
密切監察持續的匯率變動，並會考慮訂立其他對沖安排，以儘量减少本集團二零
一六年的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3,282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五年：2,802名全
職僱員）。本集團設計了一項年度評核制度，以評核僱員的績效。有關制度構成釐
定僱員應否獲加薪、花紅或升職之基準。其僱員獲得之薪金及花紅與市場水平相
當。本公司一直遵守中國相關國家及地方勞工及社會福利法律及法規。

為進一步完善本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激勵本公司管理層及核心員工隊伍，建立
健全中長期激勵機制，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本公司實施2015年核心員工
持股計劃，計劃參與者為對本公司整體表現及中長期發展極為重要的核心人員，
包括本集團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中級幹部及主要僱員（不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外部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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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外安排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與中國的商業銀行訂立無追索權應收賬款保理
合同，賬面值約為人民幣4.0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2.8百萬
元）。此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將賬面值約為人民幣 247.5百萬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5.4百萬元）的若干應收銀行票據交予中國
若干商業銀行安排貼現或背書轉讓予供應商。

於中國成立合營企業

雲終端業務合營企業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日，本公司與長芯盛（武漢）科技有限公司（「長芯盛」），本公司
的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在湖北武漢共同成立一家合營企業武漢芯光雲信息技術
有限責任公司（「芯光雲」），合營企業提供的主要產品和服務包括雲終端多用戶軟
硬件系統（包括雲終端硬件、雲終端操作系統、雲終端管控平臺、服務器╱PC機、
網絡設備等）的開發、製造、銷售和租賃，以及主要基於雲終端多用戶系統的行業
應用軟、硬件產品開發及服務。芯光雲由本公司和長芯盛分別持有36%及64%之股
權，其繳足股本為人民幣82.5百萬元，本公司已於本期間以現金注資人民幣5.0百
萬元。合營企業正計劃引入戰略投資者以進一步提升合營企業的軟件開發能力。
芯光雲之財務業績已自營業之日起於本集團財務報表綜合入賬作為非全資附屬
公司。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及第14A章，成立芯光雲不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
或關連交易。

除上述事項外，本期間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附屬公司處置。除於
本公告的披露外，於本公告日期並無任何其他經董事會授權之重大投資或固定資
產擴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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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於二零一六年，中國政府持續推行「寬帶中國」戰略，加上國有電信運營商持續推
出光纖到戶，再加上中國政府於二零一五年宣佈的一系列重大舉措，例如「互聯
網+」、提速降費、強化網絡能力保障以及從二零一五年八月起針對源自日本及美
國的國外光纖預製棒供應商徵收反傾銷關稅，使得中國市場自二零一五年最後數
月起，經歷了光纖預製棒及光纖之供應短缺，目前該供應短缺狀況並未緩解。因
此，我們預期二零一六年下半年中國的光纖及光纜市場前景仍將持續向好。

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本公司將竭盡所能，務求如期甚至提前完成長飛光纖印尼
有限公司、長飛光纖潛江有限公司以及浙江聯飛光纖光纜有限公司之投產工作，
確保產能擴張計劃的順利實施，以緊抓國內外市場良機。

與此同時，本集團已開始參與網絡建設項目及提供線纜網絡之技術支援，並涉足
其他具增長潛力之業務分部。

本集團的戰略目標依然是成為行業領袖並鞏固目前的市場領先地位。本集團將持
續致力於我們的四大戰略，即全產業鏈、多工藝路線、國際化及相關多元化，從
而獲得業務上的持續成功。上述戰略均有助於增強我們的市場競爭力，以及豐富
我們的產品以提高我們的收益，最終為股東創造最大收益。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本期間的任何中期股息。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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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成立審計委員會，並制定
書面職權範圍。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魏偉峰先生、葉錫安先生及李卓先生。其中魏偉峰先生擔任審計
委員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
審閱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作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並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本公司已遵守香港上市規則之
相關條文，亦遵守中國公司法及香港及中國的適用法律、法規及監管規定，作為
本公司企業管治之基礎。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所
有守則條文。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內所有的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一套不低於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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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的本公司的董事、監事及有關僱員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本公司守則」），作為有關董事及監事的證券交易的自身守
則。經向本公司各董事及監事作出書面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事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整個期間內均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守則
中有關證券交易的準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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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報告

本期間的中期業績報告將適時寄發予股東，並發佈於香港結算及交易所有限公司
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yofc.com)以供閱覽。

承董事會命
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主席
文會國

中國湖北武漢，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文會國及范‧德意；非執行董事馬杰、姚井
明、菲利普‧范希爾、楊國琦、熊向峰及鄭慧麗；獨立非執行董事魏偉峰、葉錫
安、李平及李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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