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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港幣(百萬元
百萬元)

營業額
毛利
經營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6月30日止年度
2006年度
2007年度
變化
(重列)
470
133
98
95

912
276
208
201

+94%
+108%
+112%
+111%

85
69

64
180

-25%
+161%

4.6
3.7

2.4
6.8

-48%
+84%

年 10 月 7 日，香港訊) – 中國天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天” 或 “集團”，香港聯交所股
份代號：362，前名為“大慶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公佈其 2007 年截至 6 月 30 日之財政年
度業績。
中國天於 2007 年度的營業額為港幣 912 百萬元 (2006 年度：港幣 470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上升 94%，毛利比去年同期上升 108%至港幣 276 百萬元 (2006 年度：港幣 133 百萬元)，經
營溢利大幅增長 112% 至港幣 208 百萬元。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之股權持有人應佔溢
利為港幣 64 百萬元 (2006 年度：港幣 85 百萬元)，當中包括因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港幣 126
百萬元虧損。若扣除已終止業務之虧損，經調整後之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幣 180 百萬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61%。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股本及儲備權益由 2006 年 6 月 30 日
之港幣 1,014 百萬元增加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之港幣 1,503 百萬元。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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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於 2004 年策略性地由石油化工企業轉型至煤相關化工企業，為集團帶來可觀的盈利及反
映在本年度業績。集團之主要業務－聚氯乙烯及醋酸乙烯生產均為集團帶來可觀營業額及經營
溢利增長。出售已終止之石油相關產品業務交易於 2007 年 4 月完成，出售業務之現金流將為
集團之其他核心業務包括煤相關化工產品分部及生物化學產品分部提供額外資源，而集團認為
該等核心業務擁有較高增長潛力。
聚氯乙烯業務
於回顧年內，聚氯乙烯業務之營業額佔集團持續業務總營業額之 55.6%，成為集團的第一主
要經營業務。集團成功將現時聚氯乙烯生產量提高 50%。而所有聚氯乙烯生產設備之使用率
均達至 100%。聚氯乙烯業務於年內錄得營業額港幣 508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58%
(2006 年度: 港幣 324 百萬元，按 9 個月營運調整）。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增長 183%至港幣
147 百萬元。整體增長由生產量上升、具策略性和有效率之存貨管理及經濟規模效益所帶動。
醋酸乙烯業務
醋酸乙烯業務
於回顧年內，醋酸乙烯業務自 2004 年開始經營後創業績新高，營業額佔集團持續業務總營業
額之 32.5%，錄得營業額達港幣 296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30%(2006 年度：港幣
227 百萬元)。經營溢利達港幣 96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明顯上升 33%(2006 年度：港幣 72 百
萬元)，營業額及經營溢利之強勁增長主要由生產設備使用率上升及大量大型生產商之訂單需
求帶動。
集團位於牡丹江之醋酸乙烯廠房為中國第一及唯一以電石法化工工藝方法製造超高品質醋酸乙
烯(純度高達 99.98%)之生產基地。於石油價格持續高企的情況下，集團採用的醋酸乙烯生產
方法，較其他使用乙烯法化工工藝方法之生產商更具競爭力及減低成本。
生物化學產品部
集團透過購入牡丹江高科生化有限公司 60%股本權益，在 2006 年成立生物化學產品部。而繼
集團於 2006 年 8 月正式接管所有生產設備後，葡萄糖及澱粉生產線已通過翻新，並進入試驗
運作階段。於回顧年內，生化產品部錄得營業額港幣 80 百萬元及經營虧損港幣 31 百萬元。
集團計劃於 2007 年年底將生產提升至設定水平，預期開始為集團帶來盈利貢獻。
熱能及電力部
熱能及電力部
於回顧年內，熱能及電力部錄得營業額港幣 49 百萬元及經營溢利港幣 4 百萬元，熱能及電力
部之策略目標乃為集團之煤相關化工產品部及生物化學產品部之生產過程提供穩健之能源供
應，為集團降低生產成本及增加在區域內之競爭優勢。
石油提煉產品部 (已終止及出售
已終止及出售)
石油提煉產品業務之出售交易已於 2007 年 4 月全部完成。於回顧年內，已出售之潤滑劑及防
塗層業務營業額僅佔集團總營業額之 10%。由於原油價格持續高企，大大影響到石油提煉產
品部之盈利。考慮到石油提煉產品業務之不明朗前景，集團決定出售石油提煉產品部，為集團
之其他核心業務包括煤相關化工產品分部及生物化學產品分部提供額外資源以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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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聚氯乙烯
已發展國家如美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對聚氯乙烯原材料需求殷切，而中國正逐步由發展中國家發
展為已發展國家，集團預期國內對聚氯乙烯需求將急速提升。另一方面，中國製造業集中地區
預期將由南方慢慢遷移到集團所在的北方。
本集團已制定計劃積極擴充聚氯乙烯原材料之生產能力，務求令生產達至更佳經濟規模效益。
有關整個擴充計劃之生產安全及環保事宜已獲有關省政府批准。集團於2007年8月購得一塊面
積400,000平方米之工業用地，所購入地皮計劃用作興建乳化聚氯乙烯、懸浮聚氯乙烯及碳化
鈣之新生產設施。乳化聚氯乙烯已於2007年7月成功投產，其邊際利潤較懸浮聚氯乙烯原材料
為高，集團深信聚氯乙烯部門為集團在未來帶來可觀之盈利貢獻。
醋酸乙烯
醋酸乙烯
由於醋酸乙烯業務於上一個財政年度帶來龐大收益，集團於 2006 年 9 月展開醋酸乙烯生產設
施之擴充工程，第二期之擴充工程已於 2007 年 7 月完成，擴充後之年生產量已提高至 40,000
噸，新設施至今運作良好。
生物化學產品
集團計劃重整生物化學產品之生產程序，令葡萄糖及澱粉生產更快達到設定生產水平。為提高
產品之協同效應，集團正展開生產醋酸 (生產醋酸乙烯的其中一種原材料)及其他下游生化產品
之可行性研究。集團計劃透過內部研究及發展，擴大產品種類層面及發展高增值產品以提升利
潤。
碳化鈣
生產酸醋乙烯及聚氯乙烯需要大量炭化鈣作為主要原料。本集團計劃自設碳化鈣生產設施供內
部使用。本集團之目標為滿足擴充後生產醋酸乙烯及聚氯乙烯所需炭化鈣達到約90%之生產需
求。此舉將可確保取得主要原料，同時降低煤相關化工產品部之成本。
熱能及電力
集團之醋酸乙烯、聚氯乙烯及碳化鈣生產能力急速增長，為熱能及電力部帶來擴充的需要。集
團計劃興建兩套全新煤炭發電設施，以應付需求。計劃並已取得省政府批文，現集中於擴充計
劃之詳細設計。此外，集團已為其新聚氯乙烯及碳化鈣擴充項目之發電及供電申請優惠電價取
得初步許可，即其中一半使用量可享有正常電價之 7 折優惠。
展望未來，集團將繼續致力尋求機遇，擴充業務以達到更理想經濟規模效益。集團亦會繼續物
色上游及下游之潛在合併及收購機會，憑藉多年管理經驗，增加於中國地區發展生產煤炭相關
化工產品之高增值產業鏈之投資。

關於中國天化工
關於中國天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天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天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易名前為大慶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是一所多元化綜合化工企業，其主要
生產設施位於中國東北黑龍江省牡丹江市，集團之主意業務為聚氯乙烯、醋酸乙烯及生物化學產品之生
產，並自設獨立蒸氣及能源生產。集團自2004年起成功由石油化工企業轉型至現時煤相關化工及生物
化學產品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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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烯
生產乳化聚氯乙烯及懸浮聚氯乙烯原材料，主要用於建築工程、汽車製造及醫療用品等行業。
醋酸乙烯
生產高品質醋酸乙烯(純度超過 99.8%)，主要用於化學纖維、乳化劑及造紙等行業。
熱能及電力
以煤能源發電及生產蒸氣，供給集團其他生產部門及國家供電網，約60%之產電量及蒸氣為內部應用。
生物化學產品(葡萄糖及澱粉
葡萄糖及澱粉)
經營全黑龍江省最大之玉米加工，主要產品為澱粉和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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