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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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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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總收入約為人民幣384,095,000元，較
去年同期約人民幣352,711,000元上升約8.90%。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的淨利潤達約人民幣751,000元，去
年同期淨利潤約為人民幣262,000元。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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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達約人民幣127,000元，去年同期淨利潤約
339,000元。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股份基本虧損約為人民幣0.00025元（二
零二零年同期每股股份基本虧損：人民幣0.0005元）。

•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同
期：無）。



– 2 –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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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計簡明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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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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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84,095 352,711
其中：其他業務收入 53,949 27,903

主營業務收入 330,146 324,808
二、營業總成本 387,286 352,211
其中：營業成本 346,535 309,457

營業稅金及附加 2,104 2,202
銷售費用 17,936 20,417
管理費用 20,803 17,991
研發費用 2,509 2,610
財務費用 704 854
信用減值損失 (3,305) (1,142)
資產減值損失 — (178)

加：其他收益 3,334 1,079
投資收益 (53) 0

減：資產處置收益╱（損失） 85 (867)
投資損失 — —

三、營業利潤 175 712
加：營業外收入 1,825 164
減：營業外支出 (1) 176

四、利潤總額 5 1,999 700
減：所得稅費用 6 1,248 438

五、淨利潤╱（虧損） 751 262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虧損）╱利潤 (127) 338
少數股東利潤╱（虧損） 87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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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六、每股利潤╱（虧損）— 基本 7 (0.00025)元 0.0005元

七、其他綜合收益 — —

八、綜合利潤╱（虧損）總額 751 262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綜合利潤╱（虧損）總額 (127) 338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虧損）總額 878 (76)

九、股息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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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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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27 116,336
應收賬款 9 213,823 177,903
預付款項 69,614 19,960
其他應收款 30,344 28,553
存貨 379,835 391,769
其他流動資產 4,489 6,919

流動資產合計 754,232 741,440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2,546 2,599
固定資產 139,735 145,540
在建工程 2,918 2,524
生產性生物資產 10 25,032 20,613
無形資產 14,875 15,388
開發支出 9,670 8,144
長期待攤費用 6,321 6,876
遞延所得稅資產 3,496 4,386
其他非流動資產 — 119

非流動資產合計 204,593 205,289

資產總計 958,825 946,728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33,580 53,059
應付賬款 11 209,892 224,299
合同負債 51,572 37,016
應付職工薪酬 8,548 8,376
應交稅費 7,335 2,153
其他應付款 45,741 26,203
其他流動負債 — 3,097

流動負債合計 356,668 35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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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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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益 6,731 10,802
長期應付款 — —

非流動負債合計 6,731 10,802

負債合計 363,399 365,006

所有者權益：
股本 519,522 519,522
資本公積 25,737 25,737
盈餘公積 34,724 34,724
未分配利潤 (9,806) (9,679)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權益合計 570,177 570,304
少數股東權益 25,249 11,418

所有者權益合計 595,426 581,722

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總計 958,825 94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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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所有者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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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519,522 15,372 34,724 37,620 607,238 9,340 616,578

期內全面總收入 — — — 338 338 (76) 262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519,522 15,372 34,724 37,435 607,053 9,038 616,091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519,522 25,737 34,724 (9,679) 570,304 11,418 581,722

期內全面總虧損 — — — (127) (127) 36,667 13,75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519,522 25,737 34,724 (9,806) 570,229 25,249 595,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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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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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86) 9,007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7,352 (523)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3,281) 48,98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淨增加額 (60,209) 57,469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餘額 116,336 63,242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餘額 56,137 12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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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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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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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天阜生態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阜生態）、烏魯木齊泓
瑞塑化商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泓瑞塑化）13家子公司納入本期合併財務報表範圍，情況詳見本財
務報表附註合併範圍的變更和在其他主體中的權益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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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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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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的年度財務報表所
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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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滴灌帶及滴灌配件 35,918 84,968

PVC/PE管 135,945 154,381

貿易收入 51,182 —

提供安裝服務 107,100 85,459

其他業務收入 53,950 27,903

384,095 35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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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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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潤總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潤總額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7,058 6,403

並經計入：
銀行利息收入 414 279

6. 所得稅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企業所得稅 1,248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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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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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按1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4)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納稅主體，2021年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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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收益 — 基本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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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約
人民幣(127,000)元（二零二零年同期淨利潤：約人民幣338,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519,521,560股（二零二零年同期：519,521,56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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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同期：無）。

9. 應收賬款

 (1) 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賬齡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以內 117,953 69,438

1–2年 51,221 60,029

2–3年 44,972 54,605

3–4年 8,761 8,761

4–5年 6,823 6,823

5年以上 19,214 19,815

合計 248,944 21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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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類別明細情況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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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9 5.72 13,396 94.01 853

按信用風險特徵組合
計提壞賬準備 4,001 1.61 — — 4,001

按組合計提壞賬準備 234,696 92.67 25,727 11.15 208,969

合計 252,946 100 39,123 15.72 213,823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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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9 6.49 13,396 94.01 853

按信用風險特徵組合
計提壞賬準備 4,800 2.19 — 0.00 4,800

按組合計提壞賬準備 200,422 91.32 28,173 14.06 172,249

合計 219,471 100.00 41,569 19.36 17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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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產性生物資產

 明細情況

項目
種植業 
柑橘樹 合計

人民幣千元

賬面原值
期初數
本期增加金額
1)外購 16,222 16,222
本期減少金額
1)處置
期末數 25,032 2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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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32 2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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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一年以內 145,995 156,016

一至兩年 10,904 11,653

二至三年 37,948 40,553

三年以上 15,045 16,078

209,892 224,299

12.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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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0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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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交易╱業務性質
出售製成品 1,553 4,724

購買原材料 43,839 83,119

處所租金 — 40

廠房及機器租金 632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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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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董事及監事 402 408

其他主要管理人員 874 969

合計 1,276 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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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交易性質
銷售貨品 96,457 133,378

採購原材料 140,914 12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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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重大結餘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結餘 56,127 120,7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30,343 257,808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45,741 28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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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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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095,000元，比去年同期約人民幣352,711,000元上升約8.90%。營業總收入上升主要由
於公司貿易收入和工程收入有所增加，致使公司銷售收入有所上升。

毛利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毛利達約人民幣37,560,000元，毛利率
為約9.78%，去年同期未經審計毛利和毛利率分別為約人民幣43,254,000元及約12.3%，毛
利率相比下降約2.52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期內本集團產品原料價格大幅上漲所致。

經營成本及費用

未經審核銷售費用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去年同期分別為約人民幣
17,936,000元及約人民幣20,417,000元，下跌約人民幣2,481,000元或約12.15%。銷售費用
下跌主要由於運輸費、裝缷費大幅下降所致。

未經審核管理費用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去年同期分別為約人民幣
20,803,000元及約人民幣17,991,000元，增加約人民幣2,812,000元或約15.63%。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費用為約人民幣784,000元，去年同
期未經審核財務收入為約人民幣854,000元，下降約人民幣150,000元或約17.56%，財務費
用下降主要由於本期內貸款餘額減少，利息支出減少導致。

資產減值損失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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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及人民幣1,3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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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減值損失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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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5,000元及人民幣1,142,000元。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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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
損約人民幣(127,000)元，去年同期淨利潤約人民幣338,000元，錄得淨虧損主要是由於公
司產品原材料大幅漲價，成本上升所致。

未來展望

我國是一個水資源貧乏的國家，農業用水一直是我國的耗水大戶，佔全部耗水總量的60%
以上，這其中灌溉用水又佔農業用水90%左右。傳統的農業灌溉過程存在著巨大的水資
源濫用與浪費，農業用水矛盾日漸凸顯，本集團認為發展節水農業灌溉的潛力日益顯現，
節水灌溉行業仍是中國政府持續優先發展的行業之一。

本集團將加大高效節水示範基地的建設與推廣，深入開展節水農業示範活動，建立示範
展示平台，帶動集團上下游產業鏈延伸，擴大銷售渠道。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加大新產品、
新技術的研發投入，積極開拓內地節水灌溉市場，形成「工程+農服+產品+貿易」相結合
的經營模式，增強本集團經濟效益及市場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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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率（即總借款除以權益總額）為5.64%（於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1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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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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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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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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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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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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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計劃。

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以出資現金方式收購烏魯木齊泓瑞塑化
商貿有限公司34.06%股權。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目標公司、鄧女士、
李先生訂立增資協議，本公司同意向目標公司注入資本金，持有目標公司34.06%股權，
目標公司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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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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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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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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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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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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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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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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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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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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於競爭業務中的權益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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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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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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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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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後事項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後無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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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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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陳林先生（主席）、黃東先生、譚新民 
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尹飛虎先生、秦明先生、谷莉女士及洪維德先 
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