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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XINJIANG TIANYE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SYSTEM COMPANY LIMITED*

（股份代號：840）

新 疆 天 業 節 水 灌 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

摘要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總收入約為人民幣352,711,000元，較
去年同期約人民幣291,028,000元上升約21.19%。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的淨利潤達約人民幣262,000元，去
年同期淨虧損約為人民幣487,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
計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達約人民幣338,000元，去年同期淨虧損約185,000
元。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股份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0005元（二
零一九年同期每股股份基本虧損：人民幣0.0003元）。

•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同
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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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新疆天業節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計簡明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此等未經審計中期財務報表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
簡明合併利潤表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一、營業總收入 3 352,711 291,028
其中：其他業務收入 27,903 2,220

主營業務收入 324,808 288,808

二、營業總成本 352,211 293,303
其中：營業成本 309,457 243,542

營業稅金及附加 2,202 1,737
銷售費用 20,417 30,109
管理費用 17,991 17,879
研發費用 2,610 663
財務費用 854 (582)
信用減值損失 (1,142) (1,420)
資產減值損失 (178) 1,375

加：其他收益 1,079 2,449
減：資產處置損失 (867) —

投資損失 — (9)

三、營業利潤 712 165
加：營業外收入 164 14
減：營業外支出 176 13

四、利潤總額 5 700 166
減：所得稅費用 6 438 653

五、淨利潤╱（虧損） 262 (487)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虧損） 338 (185)
少數股東（虧損） (76) (302)

六、每股利潤╱（虧損）— 基本 7 0.0005元 (0.0003)元

七、其他綜合收益 — —

八、綜合利潤╱（虧損）總額 262 (487)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利潤╱（虧損）總額 338 (185)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虧損）總額 (76) (302)

九、股息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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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120,711 63,242
應收賬款 9 233,446 198,433
預付款項 27,310 12,836
其他應收款 24,362 23,120
存貨 405,719 368,481
其他流動資產 4,965 4,394

流動資產合計 816,513 670,506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7,586 7,586
固定資產 137,444 141,906
在建工程 10,872 14,969
生產性生物資產 10 12,794 8,810
無形資產 16,225 16,700
開發支出 450 —
長期待攤費用 7,087 7,261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04 1,204
其他非流動資產 — 292

非流動資產合計 193,662 198,726

資產總計 1,010,175 869,233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80,000 30,000
應付賬款 11 259,452 196,117
合同負債 55,643 33,278
應付職工薪酬 7,867 8,314
應交稅費 5,809 5,044
其他應付款 22,105 17,932
其他流動負債 — 2,602

流動負債合計 430,876 293,28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4,995 7,581
長期應付款 5,677 —

非流動負債合計 10,672 7,581

負債合計 441,548 300,868

所有者權益：
股本 519,522 519,522
資本公積 15,372 15,372
盈餘公積 34,724 34,724
未分配利潤 (9,990) (10,329)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559,628 559,289
少數股東權益 8,999 9,075

所有者權益合計 568,627 568,365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1,010,175 86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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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所有者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資本公積 盈餘公積 未分配利潤

歸屬於母

公司所有者

權益合計

少數股東

權益 權益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519,522 15,372 34,724 37,620 607,238 9,340 616,578

期內全面總收入 — — — (185) (185) (302) (48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519,522 15,372 34,724 37,435 607,053 9,038 616,091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519,522 15,372 34,724 (10,329) 559,289 9,075 568,364

期內全面總虧損 — — — 338 338 (76) 262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519,522 15,372 34,724 (9,990) 559,628 8,999 56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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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9,007 (15,488)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23) (4,732)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8,985 (71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淨增加額 57,469 (20,933)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餘額 63,242 109,139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餘額 120,711 8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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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新疆天業節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司）係由新疆天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新疆石河子
運發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共同投資設立，於1999年12月27日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記
註冊，總部位於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石河子市。公司現持有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91650000757655578C

的營業執照，註冊資本人民幣519,521,560.00元，股份總數519,521,56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其
中，境內法人持股317,121,560股，境外H股202,400,000股。公司股票於2008年1月24日由香港交易所
創業板轉至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碼由8280變更為0840。

本公司屬塑料製品製造行業。主要經營活動為給水用PVC管材、PE管材及各種配件、壓力補償滴灌
帶、迷宮式滴灌帶、內鑲式滴灌帶、農膜及滴灌器生產和銷售。

本公司將甘肅天業節水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甘肅天業）、甘肅天業水利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甘
肅天業水利水電）、哈密天業紅星節水灌溉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哈密天業）、奎屯天屯節水有限責
任公司（以下簡稱奎屯節水）、阿克蘇天業節水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阿克蘇天業）、石河子市天誠節水
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誠節水）、遼寧天業節水灌溉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遼寧天業）、新疆天業南
疆節水農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疆節水）、中新農現代節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新農節水）、
新疆天業智慧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智慧農業）、石河子西域水利水電建築安裝工程有限責任
公司（以下簡稱西域水利）和石河子市天業西營節水器材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西營節水）13家子公
司納入本期合併財務報表範圍。

本未經審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集團的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重要會計政策及會計估計

本公司未經審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持續經營為編製基礎，按照財政部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五日頒
佈的《企業會計準則 — 基本準則》和38項具體會計準則、其後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企業會
計準則解釋及其他相關規定（以下合稱「企業會計準則」）而編製。此外，本公司還按照香港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披露有關財務信息。

除採納下文所載新訂及新修訂準則外，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年度財務報表所
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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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總收入

營業總收入按期內向對外客戶銷售貨物所收取及應收取的代價（已扣除增值稅、退貨及折扣）以及提
供服務所收取及應收取的代價兩者的公平價值計算，並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滴灌帶及滴灌配件 84,968 106,112

PVC/PE管 154,381 166,483

提供安裝服務 85,459 16,213

其他業務收入 27,903 2,220

352,711 291,028

附註：

1. 依據本集團之銷售組合，滴灌配件一般以滴灌帶之配套產品方式銷售，因此將滴灌帶及滴灌配
件歸為一類。

2. 其他業務收入主要為機修車間對外加工零配件所取得的加工收入以及對外出租固定資產產生的
收入。

4. 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

期內，本集團的唯一主要業務為在中國設計、製造、安裝及出售灌溉系統及設備以及相關業務，因此
並無呈列業務及地區分類分析。

5. 利潤總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潤總額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6,403 7,156

並經計入：
銀行利息收入 279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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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企業所得稅 438 653

(1) 本公司及子公司甘肅天業節水有限公司、阿克蘇天業節水有限公司和奎屯天屯節水有限責任公
司符合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的規定，2020年按1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2) 子公司石河子市天誠節水器材有限公司所從事的農用塑料滴灌帶生產業務符合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9號令，根據《財政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產三十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有關稅
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自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3) 子公司哈密天業紅星節水灌溉有限責任公司屬於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
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4) 子公司中新農現代節水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高效節水技術推廣應用，屬於《產業結構調整指
導目錄》第一類鼓勵類水利類18條中的高效輸配水、節水灌溉技術推廣應用，符合西部地區鼓勵
類的產業，2020年按1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5)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納稅主體，2020年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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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收益 — 基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股份基本盈利，乃根據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約
人民幣338,000元（二零一九年同期淨虧損：約人民幣185,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519,521,560股（二零一九年同期：519,521,56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期間並無任何攤薄股份，故並無呈列該兩個期
間的每股攤薄盈利。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同期：無）。

9. 應收賬款

 (1) 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賬齡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以內 155,801 120,460

1–2年 65,347 66,016

2–3年 15,673 15,673

3–4年 10,411 10,411

4–5年 4,878 4,878

5年以上 18,594 19,422

合計 270,704 236,859

 (2) 類別明細情況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賬面餘額 壞賬準備
種類 金額 比例(%) 金額 計提比例(%) 賬面價值

單項金額重大併單項
計提壞賬準備 14,342 5.30 14,342 38.49 —

按信用風險特徵組合
計提壞賬準備 1,670 0.61 — 0.00 1,670

按組合計提壞賬準備 254,692 94.09 22,916 61.51 231,776

合計 270,704 100.00 37,258 100.00 23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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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賬面餘額 壞賬準備
種類 金額 比例(%) 金額 計提比例(%) 賬面價值

單項金額重大併單項
計提壞賬準備 15,058 6.36 14,534 96.52 524

按信用風險特徵組合
計提壞賬準備 2,923 1.23 0 0 2,923

按組合計提壞賬準備 218,878 92.41 23,892 10.92 194,986

合計 236,859 100.00 38,426 16.22 198,433

10. 生產性生物資產

 明細情況

項目
種植業
未成熟 合計

人民幣千元

賬面原值
期初數
本期增加金額
1)外購 3,984 3,984
本期減少金額
1)處置
期末數 12,794 12,794

累計折舊
期初數
本期增加金額
1)計提
本期減少金額
1)處置
期末數

減值準備
期初數
本期增加金額
1)計提
本期減少金額
1)處置
期末數

賬面價值

期末賬面價值 12,794 12,794

期初賬面價值 8,810 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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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

本集團的結餘包括按下列賬齡分析的應付賬款：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一年以內 155,196 105,564

一至兩年 73,764 34,224

二至三年 19,234 46,813

三年以上 11,258 9,516

259,452 196,117

12.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訂約但未在
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撥備的資本開支 1,321 1,518

13. 關連人士交易

 (a) 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新疆天業（集團）有限公司（「天業控股」），及其於本集團以外的附屬公司合稱為
（「天業控股集團」）進行下列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交易╱業務性質
出售製成品 4,724 4,178

購買原材料 83,119 49,732

處所租金 40 40

廠房及機器租金 688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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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付予本公司的董事、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董事及監事 408 431

其他主要管理人員 969 1,382

合計 1,377 1,813

14. 於中國與其他國家控制企業的主要交易╱結餘

本集團現時於由中國政府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的實體（「國家控制實體」）主導的經濟環境下經營。
此外，本集團本身隸屬天業控股（乃由中國政府控制）旗下較大公司集團。

本集團與其他國家控制實體進行業務往來。董事認為該等國家控制實體就本集團與彼等的業務交易
而言為獨立第三方。

本集團就與其他國家控制實體的交易制定其定價策略及審批過程時，並無分辨對方是否為國家控制
實體。

本集團與其他國家控制實體的重大交易╱結餘如下：

 (a) 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交易性質
銷售貨品 133,378 124,335

採購原材料 121,460 11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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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重大結餘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結餘 120,711 63,24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257,808 221,55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281,557 214,05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認為與其他國家控制實體的交易對本集團的營運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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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未經審計營業總收入約人民幣
352,711,000元，比去年同期約人民幣291,028,000元上升約21.19%。營業總收入上升主要
由於市場對產品需求量增加，致使公司銷售收入有所上升。

毛利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毛利達約人民幣43,254,000元，毛利率
為約12.3%，去年同期未經審計毛利和毛利率分別為約人民幣47,486,000元及約16.3%，毛
利率相比下降約4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期內本集團產品受疫情影響銷售價格有所下降
所致。

經營成本及費用

未經審核銷售費用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去年同期分別為約人民幣
20,417,000元及約人民幣30,109,000元，下跌約人民幣9,692,000元或約32.2%。銷售費用下
跌主要由於銷售服務費、運輸費、廣告費下降所致。

未經審核管理費用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去年同期分別為約人民幣
17,991,000元及約人民幣17,879,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12,000元或約0.6%。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費用為約人民幣854,000元，去年同
期未經審核財務收入為約人民幣582,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436,000元或約35.2%，財務
費用增加主要由於本期內貸款額度增加導致。

資產減值損失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去年同期，未經審核的資產減值損失分別為人民
幣1,320,000元及人民幣1,37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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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減值損失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去年同期，未經審核的沖回信用減值損失分別為
人民幣1,142,000元及人民幣1,420,000元。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虧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計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
潤約人民幣338,000元，去年同期淨虧損約人民幣185,000元，錄得淨利潤主要是由於公司
營業收入大幅增加費用減少所致。

未來展望

水資源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自然資源和戰略性經濟資源，隨著水資源短缺、生態環
境等問題的湧現，國家對於節水農業的發展關注度越來越高。國家相繼出台多項節水規
劃、實施方案，強調要把節水作為一個方向性、戰略性的大事來抓，加快完善一整套、
一系列促進農業節水的政策體系。

本集團戰略定位為「構建以數字農業運營管理體系為核心方向，以產品、工程、農服三大
業務為主體的開放式產業發展模式」。優化改善產品業務，實現各種作物農業種植生產作
業的數字化、智能化、實時指揮和自動化控制，著力培養工程業務和農服業務，以此增
強本集團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期內，本集團主要以經營業務所得現金籌措資金。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率（即總借款除以權益總額）為14.07%（於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4.87%）。董事確認，本集團主要以來自經營業務的現金
為其業務提供資金，且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未遇到任何流動
資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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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董事確認，本集團現時的業務主要在中國進行，而本集團所有有關業務所收取及支付的
款項基本上以人民幣計值。就此而言，在經營現金流量方面並無重大貨幣錯配，而本集
團在業務上並未承擔任何重大外匯風險。

員工及酬金政策

董事相信，僱員的質素是維持本集團業務增長及提高盈利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本集團之
薪酬計劃乃經參考個別員工之表現、工作經驗及市場之現行薪酬水準而定。於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531名全職僱員。

退休福利計劃及其他福利

本集團向其員工所提供的僱員福利包括老年保險計劃、醫療保險計劃、失業保險計劃、
工傷保險計劃及分娩保險計劃（全部歸入社會保險計劃），就此，本集團須向此等計劃每
月作出供款。除上述按月供款外，本公司並無責任支付僱員退休及其他退休後福利。本
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此等退休福利計劃產生的開支約為人民幣
3,879,000元。

住房公積金計劃

根據《國務院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
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以及《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所有行政及業務
單位及其員工須作出供款作為住房公積金，以設立住房公積金計劃。各員工及其所屬單
位作出的供款均歸屬員工所有。員工及其單位作出的住房公積金供款百分比，不得少於
有關員工於前一財政年度的平均每月薪金的5%。有關供款可能與條件較佳的城市所作出
的供款有所不同。住房公積金計劃屬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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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計劃。

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
屬公司事項。

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
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債權證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
據香港法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通知本公
司及香港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
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在存置之權益登記冊，或根
據上巿規則附錄十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的規定需通
知本公司和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載列如下：

於本公司的好倉

名稱 身份

所持本公司

H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H股總額概

約百分比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概

約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陳林先生 實益擁有人 564,000 0.28 0.11

購買股份或債券的安排

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任何時間
內並無訂立任何安排，以使董事、監事或本公司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可藉購
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相關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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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A) 內資股股東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如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存置之主
要股東名冊所示，下列人士或實體（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已向本公司知
會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有關權益及淡倉：

姓名╱名稱 身份

所持本公司內

資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內資股總額概

約百分比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概

約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新疆天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業公司」）（附註3）
實益擁有人 202,164,995 (L) 63.75% 38.91%

新疆天業（集團）有限公司

（「天業控股」）（附註4）
實益擁有人 111,721,926 (L) 35.23% 21.50%

受控法團權益 202,164,995 (L) 63.75% 38.91%

附註：

1. 「L」字代表該名人士╱該間實體於股份中擁有的好倉。

2. 股權概約百分比乃參照已發行股份總數519,521,560股（包括內資股及H股）計算。

3. 由天業公司持有之內資股相等於已發行內資股總數約63.75%。

4. 天業公司持有202,164,995股內資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天業控股擁有天業公司註冊資
本中約54.22%權益，因此，天業控股被視為擁有天業公司所持202,164,995股內資股中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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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股股東

名稱 身份

所持本公司

H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H股總額概

約百分比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概

約百分比

（附註1） （附註2）

長茂控股有限公司

（「長茂」）（附註3）
實益擁有人 14,407,000 (L) 7.12% 2.77%

丁偉先生（「丁先生」）

（附註4）
受控法團權益 14,407,000 (L) 7.12% 2.77%

王冰女士（「王女士」）

（附註5）
配偶權益 14,407,000 (L) 7.12% 2.77%

附註：

1. 「L」字代表該名人士╱該間實體於股份中擁有的好倉。

2. 股權概約百分比乃參照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519,521,560股（包括內資股及H股）計算。

3. 由長茂控股持有之H股，相等於本公司已發行H股總數約7.12%。

4. 長茂控股直接擁有14,407,000股H股。丁先生完全擁有長茂控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丁先生
被視為擁有長茂控股所持14,407,000股H股中的權益。

5. 王女士是丁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王女士被視為擁有長茂控股所持14,407,000股H

股中的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董事、監事及行政人員並不
知悉，任何人士（本公司的董事，監事及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
擁有須記錄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上的權益及淡倉。

董事及監事於競爭業務中的權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並不知悉董事、監事、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及
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從事的業務或擁有的權益與本集團的業務直接或
間接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以及上述人士與本集團存在或可能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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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
事宜，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賬目。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集團相信應用嚴格的企業管治常規可以提高其問責性及透明度，從而增強股東及公眾
對本集團的信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規定。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本公司作出
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或中國的法律並無有關優先購買權的條文，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其
現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後事項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後無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新疆天業節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陳林

中國，新疆，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