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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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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ANHE CHEMICALS GROUP LIMITED
天合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於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19）

(1) 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2) 業務更新
及
(3) 押後刊發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及寄發 2018 年中期報告

本公告由天合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第 13.49(6)條和《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而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於 2015 年 3 月 26 日、5 月 29 日、8 月 31 日、2016 年 3 月 23 日、8 月 30 日、
2017 年 3 月 30 日、8 月 18 日及 2018 年 3 月 29 日刊發的公告，其中包括延遲 (i) 刊發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全年業績及寄發相應的年報；及 (ii) 刊發 2015 年、2016 及
2017 年中期業績及寄發相應的中期報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具有以
上公告所界定之相同含義。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為向本公司的股東提供額外資料以評估本集團最近期的財務表現，董事會謹此公佈本集團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管理賬財務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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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
按年同比
2018 年
2017 年
人民幣百萬
人民幣百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700.4
1,104.6
(36.6)%
(423.5)
(600.8)
276.9
503.8
(45.0)%
1.6
2.5
2.4
(5.4)
(11.0)
(54.7)
(72.6)
(5.7)
(5.8)
212.7
419.3
(49.3)%
(48.7)
(67.6)
164.0
351.7
(53.4)%
(29.9)
(55.0)

收入
銷售成本
毛利
其他收入
其他收益
銷售及分銷成本
行政費用
其他開支
經營利潤
財務成本
稅前利潤
所得稅費用
本公司擁有人期內應佔利潤
及全面收入總額

134.1

296.7

(54.8)%

根據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本集團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錄得的淨利潤為人民
幣 134.1 百萬元，與 2017 年同期相比下跌約 54.8%。本公司潤滑油添加劑分部收入及毛利
於 2018 年上半年分別錄得約 30.9%及 36.2%之跌幅。誠如本公司之前公告所述，國內市場
潤滑油產品的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影響了本公司部分主要客戶對本公司產品的需求量。此
外，由於本公司部分其他主要客戶正就其潤滑油產品進行產品升級，導致其於 2018 年上半
年向本公司採購的潤滑油添加劑產品數量減少。本公司潤滑油添加劑研發團隊已經在與該
等客戶緊密開展與其產品升級相關的研發和測試工作。本公司預計該等客戶之產品升級完
成後，本公司潤滑油添加劑產品的銷售收入將在 2018 年第四季度隨著該等客戶採購量的恢
復而回升到正常水平。在 2018 年上半年，由於對應較低的銷售量產生了較高的固定銷售成
本，潤滑油添加劑分部的毛利率按年同比由約 43.9%下降至約 40.5%。本集團特種氟化物
分部方面，阜新恒通搬遷的不利影響仍然持續影響該分部的產能。就下游產品而言，由於
TI 中間體的庫存所剩無幾，該分部銷售收入在 2018 年上半年中按年比較下跌約 94.4%。由
於廠房和設備折舊以及無形資產攤銷等產生固定銷售成本，該分部於 2018 年首六個月中錄
得毛虧。於本公告日，阜新恒通生產線的搬遷工作正如本公司日期為 2018 年 6 月 29 日的
公告所述順利推進。本公司在重新接洽特種氟化物分部主要客戶時已獲得積極的反饋，並
將繼續與主要客戶就 2019 年度的框架採購協議展開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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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3,610.5 百萬元（未經審核），
而借款及股東貸款總額約為人民幣 2,901.3 百萬元（未經審核）。
上述財務資料未經本公司核數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的《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 號
“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業務更新——研發成果
本公司欣然宣佈，得益于本公司研發部門在新產品研發及新應用開拓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本
公司已取得可喜的研發成果，詳情載列如下。

特種氟化物分部的研發成果
本公司一直致力於利用我們在特種氟化物中間體方面的技術優勢向終端市場滲透、拓展終端
應用並研發新產品。近期本公司水基氟碳塗料新產品的研發取得重大突破。相關新產品獲得
中試及工業放大試產成功，並且本公司已擬定了相關新產品的生產技術規程以及 74 項產品
標準。氟碳塗料具有優異的化學穩定性、耐腐蝕性及耐候性等性能，可以被廣泛應用于航海、
船舶集裝箱、鑽井平台、大型鋼構、汽車、機床及電氣等領域，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

潤滑油添加劑分部的研發成果
本公司研發的高端 CH-4 柴油機油已經分別通過了國際權威的康明斯 ISM（Cummins ISM）及
卡特彼勒 1R(Caterpillar 1R)驗證的台架試驗。而本公司研發中的新型磺酸鹽、新型金屬
減活劑、新型硫化烷基酚鈣清淨劑等 6 種新產品的工業放大試產已取得成功。此外，本公司
研發團隊對於 SN 級別高端汽油機油複合劑、液壓油複合劑、齒輪油複合劑的研發工作亦取
得了長足的進展。目前，本公司正在為包括一種新型水基金屬加工液組分在內的 3 種潤滑油
添加劑新產品在中國、美國、印度、香港等地申請專利，尚待頒發專利證書。

延遲刊發 2018 年中期業績及寄發 2018 年中期報告
由於延遲刊發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全年業績、以及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中期業績，故本公司將無法於 2018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刊發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
月的中期業績（「2018 年中期業績」）以及於 2018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2018 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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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知悉延遲刊發 2018 年中期業績及寄發 2018 年中期報告將分別構成不符合上市規則第
13.49(6)條及第 13.48(1)條之事項。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董事會會議及刊發 2018 年中期業績、預計寄發 2018 年中期報告之日
期以及任何其他重大消息刊發進一步公告以通知本公司股東。

本公司之股份將繼續在聯交所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

承董事會命
天合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魏奇

香港，2018 年 8 月 30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魏奇、魏宣及姜頗；非執行董事孫弘及李駒；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海林、陳健生及徐曉東。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