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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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ipal Holdings Limited
達力普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21）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改變

收益 4,227.8 3,762.6 12.4%
毛利 610.9 417.5 46.3%
毛利率 14.5% 11.1%
經營溢利 285.8 218.6 30.7%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414.6 342.6 21.0%
稅前溢利 176.9 99.8 77.3%
年內溢利 151.6 82.9 82.9%
淨利率 3.6% 2.2%
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年內溢利： 151.6 82.9 82.9%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0.10 0.06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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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於本年度經審核的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列示）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4,227,802 3,762,629
銷售成本 (3,616,874) (3,345,114)  

毛利 610,928 417,515
 

其他收入 4 33,209 21,232
銷售開支 (186,864) (98,518)
行政開支 (171,499) (121,635)  

經營溢利 285,774 218,594
 

融資成本 (108,828) (118,839)  

稅前利潤 5 176,946 99,755
 

所得稅 6 (25,362) (16,816)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年內溢利 151,584 82,939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稅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為呈列貨幣的匯兌差額 (5,090) (1,555)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46,494 81,384  

每股盈利 7
基本（人民幣） 0.10 0.06
攤薄（人民幣） 0.1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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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12月31日
（以人民幣列示）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31,450 1,873,900  

1,831,450 1,873,900  

流動資產
衍生金融工具 3,639 –
存貨 753,917 779,594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8 1,095,685 1,518,69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6,797 27,69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64,892 551,612  

2,354,930 2,877,58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9 560,730 693,31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34,952 223,357
計息借款 1,176,756 1,816,926
租賃負債 3,203 962
即期稅項 12,448 –  

1,988,089 2,734,558  

流動資產淨額 366,841 143,02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198,291 2,016,928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762,300 650,300
租賃負債 6,711 241
遞延稅項負債 12,438 5,723
遞延收入 12,542 14,125  

793,991 670,389  

資產淨值 1,404,300 1,346,539  

資本及儲備 10
股本 134,140 134,362
儲備 1,270,160 1,212,177  

權益總額 1,404,300 1,346,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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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除另有說明外，均以人民幣列示）

1 公司資料

達力普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8年8月28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1961

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2019

年11月8日（「上市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製造及銷售石油天然氣用管（前稱石油工業專用管
產品）、新能源用管及特殊無縫鋼管（前稱特殊無縫鋼管）以及其他產品（前稱管坯）。

2 重大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已按照所有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此統
稱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獨立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
定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亦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若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該等準則於本集團
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用。首次應用該等與本集團相關的新訂及經
修訂準則所引致對此等財務報表內反映的本期會計期間的任何會計政策變更已載
於附註2(c)。

(b)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編製財務報表所使用的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惟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平值列賬
除外。

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而該
等判斷、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以及資產、負債、收入與支出的匯報數額。
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根據過往經驗及在該等情況下認為屬合理的其他多項因素作
出，其結果構成判斷不易從其他途徑得知的資產與負債賬面值的基礎。實際結果可
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按持續經營基準檢討。假如會計估計的修訂僅影響修訂作出
期間，則於該期間確認；如有關修訂對當期及未來期間均有影響，則在有關修訂作
出期間及未來期間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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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以下於本集團的本期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修訂本：

•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於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的修訂
本

• 國際會計準則第37 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 的
成本的 修訂本

該等發展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
響。本集團並無採用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3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製造及銷售石油天然氣用管、新能源用管及特殊無縫鋼管以
及其他產品。本集團所有收益於某一時間點確認。當產品付運至客戶指定的處所並
於處所獲接受時，客戶便取得其控制權。驗收單據於該時間點產生，而收益亦於該
時間點確認。

按主要產品劃分的客戶合約收益明細如下：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石油天然氣用管 2,635,098 1,674,047

銷售新能源用管及特殊無縫鋼管 1,567,886 1,896,426

銷售其他產品 24,818 192,156  

4,227,802 3,762,629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單一客戶銷售所得的收益概無佔本集團總收益的
10%或以上。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與其交易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的客戶產生的收益載
列如下：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客戶A 483,588

客戶B 47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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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產品管理其業務。本集團以符合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就資源分配
及表現評估進行內部報告的方式呈列以下三個可呈報分部。概無合併經營分部以
組成下列可呈報分部。

• 石油天然氣用管：此分部主要包括製造及銷售石油天然氣用管。

• 新能源用管及特殊無縫鋼管：此分部主要包括製造及銷售新能源用管及特殊
無縫鋼管。

• 其他產品：此分部主要包括製造及銷售其他產品。

(i)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了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之間資源，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
基準監控各可呈報分部的業績：

收益及開支乃經參考於正常營運期間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該等分部產生
的開支後分配至可呈報分部。可呈報分部業績所用的計量為毛利，但不包括
因新冠大流行而在停產期間發生的折舊開支、員工成本及水電開支。截至2022

年及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分部間的銷售。並無計量一個分部向另一分
部提供的協助，包括分享資產及技術訣竅。

本集團的其他經營收入及開支（如其他收入、銷售及行政開支）以及資產及負
債均不計入個別分部。因此，無論是有關分部資產及負債的資料，又或是有關
資本開支、利息收入及利息開支的資料，均不作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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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提供有關本集團
截至2022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可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2022年 

石油
天然氣用管

新能源用管
及特殊

無縫鋼管 其他產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客戶收益 2,635,098 1,567,886 24,818 4,227,802    

可呈報分部毛利 442,159 169,849 328 612,336    

2021年 

石油
天然氣用管

新能源用管
及特殊

無縫鋼管 其他產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客戶收益 1,674,047 1,896,426 192,156 3,762,629    

可呈報分部毛利 251,308 167,500 7,595 426,403    

(ii) 可呈報分部毛利的對賬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毛利 612,336 426,403

因新冠大流行而停產期間所產生的
折舊開支、員工成本及水電開支 (1,408) (8,888)  

來自本集團外部客戶的可呈報分部毛利 610,928 41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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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外部客戶收益的地理位置資料。按交付商品地點編製有
關收益的地理資料如下：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3,077,736 3,401,670  

海外：
中東 663,745 43,261

非洲 278,034 31,204

東南亞 117,268 245,263

其他 91,019 41,231  

1,150,066 360,959  

4,227,802 3,762,629  

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提供按資產地理位置作出的
分部分析。

4 其他收入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助（包括遞延收入攤銷） 6,885 5,175

利息收入 3,359 2,097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淨額 174 (308)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7,619 (277)

銷售廢原材料的收益淨額 8,712 15,110

租金收入 2,826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3,639 –

其他 (5) (565)  

33,209 21,232  



– 9 –

5 稅前利潤

稅前利潤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a) 融資成本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借款利息開支 90,756 98,427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88 55

其他 17,984 20,357  

108,828 118,839  

(b) 員工成本 #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16,714 178,820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1,811 10,513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2,875 2,105  

231,400 191,438  

本集團在中國（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附屬公司僱員參與地方政府部門管
理的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該等附屬公司的僱員達到其正常退休年齡時有權享
有上述退休計劃的退休福利（按中國（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界定薪金水平的百分
比計算）。

本集團亦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根據《香港僱傭條例》的司法管轄權僱
傭的僱員運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乃由獨立受託人管理
的定額供款退休計劃。根據強積金計劃，僱主及其僱員均須按僱員有關收入的5%

向計劃作出供款，惟每月有關收入上限為30,000港元（「港元」）。強積金計劃的供款即
時歸屬。

除上述供款外，本集團並無支付其他退休福利的進一步重大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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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項目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開支 #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121,771 117,522

－使用權資產 7,096 6,600

已確認╱（撥回）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1,759 (1,74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66 106

核數師薪酬
－審計服務 2,200 2,200

－非審計服務 1,025 800

研發成本 39,792 25,223

存貨成本 # 3,615,466 3,336,226  

# 存貨成本包括與員工成本及折舊開支相關的人民幣 232,860,000元（2021年：人
民幣 207,623,000元），該等金額亦已就該等各類別的開支計入上文獨立披露的
各項金額或附註5(b)內。

6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所得稅

(a)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的稅項指：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年內撥備 18,647 20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8,361)  

18,647 (8,161)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異 6,715 23,136

－與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將予分派保留溢利
相關的預扣稅 – 1,841  

6,715 24,977  

25,362 1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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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稅項支出與按適用稅率計算之會計溢利對賬：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前利潤 176,946 99,755  

稅前利潤的預期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
適用於溢利的稅率計算（附註 (i)、(ii)及 (iii)） 46,112 26,384

優惠稅率之稅務影響 (19,506) (3,055)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2,206 2,065

研發成本加計抵扣之稅務影響 (3,450) (2,05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8,361)

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將予分派保留溢利的
相關預扣稅稅務影響 – 1,841  

實際稅項開支 25,362 16,816  

附註：

(i) 根據各自註冊成立所在國家的規則及規例，本公司及本集團於開曼群島及英
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無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ii) 本公司及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的
16.5%（2021年：16.5%）計算，除利得稅兩級制項下合資格公司的本集團一間附
屬公司外。

就此附屬公司而言，首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按8.25%的稅率繳稅，而餘下應
課稅溢利溢利按16.5%的稅率繳稅。此附屬公司的香港利得稅撥備按與2021年
相同的基準計算。

(iii)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於中國（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附
屬公司須按 25%（2021年：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中一間附屬公司
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於截至2021年、2022年及2023年12月31日止三個曆
年享有15%的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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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年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人 民 幣151,584,000元（2021年：人 民 幣82,939,000元）及 已 發 行 1,494,269,000股（2021年：
1,500,273,000股）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按如下計算：

2022年 2021年
千股 千股

於1月1日的已發行普通股 1,501,200 1,500,000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的股份 766 273

已購回股份的影響 (2,752) –

就股份獎勵計劃持有股份的影響 (4,945) –  

於12月31日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494,269 1,500,273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 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
151,584,000元（2021年：人民幣 82,939,000元）及1,503,200,000股（2021年：1,500,487,000股）
普通股（已攤薄）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普通股（已攤薄）加權平均數按如下計算：

2022年 2021年
千股 千股

於12月31日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494,269 1,500,273

視作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的影響 8,931 214  

於12月31日的普通股（已攤薄）加權平均數 1,503,200 1,50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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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501,730 335,993

減：虧損撥備（附註8(b)） (5,851) (4,092)  

495,879 331,901

應收票據 599,806 1,186,789  

1,095,685 1,518,690  

所有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扣除虧損撥備）預計於一年內收回。

應收票據結餘指自客戶收取的到期日少於一年的銀行及貿易承兌票據。

(a) 賬齡分析

本集團基於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1個月 231,423 160,062

1至3個月 208,117 129,647

3至6個月 53,695 39,642

多於6個月 2,644 2,550  

495,879 331,901  

(b)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減值

虧損撥備賬的變動如下：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月1日 4,092 5,838

確認╱（撥回）信貸虧損 1,759 (1,746)  

於12月31日 5,851 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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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545,263 693,313

應付票據 15,467 –  

560,730 693,313  

所有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預期將於一年內結清，或須按要求償還。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1個月 336,780 460,570

1至3個月 140,912 216,620

3至6個月 53,326 8,591

6個月以上 29,712 7,532  

560,730 693,313  

10 股本及股息

(a) 股息

(i) 年內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報告期末後的建議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04港元（2021年：0.03港元） 53,541 36,821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的末期股息於報告期末時尚未確認為負債。

(ii) 過往年度應佔於年內已批准及已派付的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股息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年內批准及支付的於上一財政年度的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3港元
（2021年：零） 36,5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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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股本

2022年 2021年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 2,000,000 20,000,000 2,000,000    

2022年 2021年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1月 1日 1,501,200,000 134,362 1,500,000,000 134,263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的股份 1,200,000 104 1,200,000 99

註銷庫存股 (3,932,000) (326) – –    

於12月31日 1,498,468,000 134,140 1,501,200,000 13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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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年度集團從事的主要業務、經營模式及行業情況

本集團是以能源開發應用裝備為主的供應商，主要為油氣行業公司提供石油
天然氣用管，為能源行業勘探開發及能源設備製造提供高端新能源用管及特
殊無縫鋼管。產品結構豐富，適用於石油、天然氣、頁岩氣、新能源等各類能源
勘探開發、開採、煉化、輸送以及能源裝備製造。

本集團的產品分為標準產品和客戶特殊需求定制化產品，生產模式「以銷定產」
為主，即由客戶提出產品規格、性能、數量及工作環境特殊要求，集團相關製
造單元根據訂單或合同組織生產、檢驗並交貨。客戶群主要為大型油氣及高端
能源裝備公司。而本集團產品的原材料主要為廢舊金屬，採購方式為，與供應
商簽訂採購合同，由本集團根據市場行情及生產需求確定採購價格。在產品銷
售模式方面，國內市場以直銷為主，國際市場直銷與經銷兩種模式並用。

本年度，本集團本著「一管特強，適度多元，形成獨有領先產品」的經營策略，
在做強做專石油天然氣用管同時，適度發展鑽探用管、油缸用管、射孔槍體管
等石油鑽采裝備用管、新能源特殊用途管及高端機械製造用管等技術領先的
特殊管系列，已陸續取得國內知名企業的試驗及評價報告的積極結果和反饋
或入圍合格供應商，產品結構的豐富，進一步提升了公司競爭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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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儘管本行業受俄烏衝突、能源危機、海外經濟體貨幣政策緊縮等多重
因素影響，面臨均價下移，需求收縮的情況，但從細分市場來看，無縫鋼管需
求仍在穩步提升。石油天然氣鑽探用管及新能源用管作為無縫鋼管的主要品
種之一，本年度國內市場需求穩定，其中石油、天然氣鑽探用管，尤其是特殊
產品系列需求增長；出口方面，根據中國海關總署資料，全年無縫管累計出口
同比增長44%，其中石油天然氣鑽探用管出口同比增幅達96%。

本集團經營產品所在行業為成熟市場，市場需求穩中有升，具有市場集中度
高、技術壁壘高、行業標準高的特點。本年度本集團抓住市場機遇，動態調整
經營策略，穩定國內市場，拓展海外市場，充分發揮自主研發與全流程快速靈
活服務客戶競爭優勢，落實精益運營理念，經營業績較上年同期大幅度提升。

核心競爭能力分析

本年度，本集團的核心競爭能力得以提升：

(1) 技術研發方面，自主設計通過的美國API 5C5 2017四級試驗評價的DLP-T4，
本年度已經批量用於中石油西南油氣田6,000m以上超深井頁岩氣開採；擁
有自主智識產權的創新型耐腐蝕高強高韌油套管，本年度批量用於西南
油氣田等國內各大油氣田；經濟型抗CO2系列產品成功開發，完成在大港
油田、山西煤層氣井下的實際井況腐蝕試驗，進入井下服役期。

(2) 智慧製造方面，打造了由機器人、數控機床、物流倉儲、檢測設備、自動化
生產線等智慧裝備組成的智慧型生產線，實現生產過程產品身份識別、資
訊採集與統計分析功能，提高了產品品質的可追溯性；國內首創的無人智
慧倉庫，實現產品全工序之間的自動周轉和資訊跟蹤，為高效經營提供支
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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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綠色發展方面，以體系為先導，將品質、環境、職業健康安全和能源管理
體系與綠色發展相融合，全面推進綠色工廠管理，同時從供應商╱合作方
評價角度，帶動供應商╱合作方參與標準體系的建立，引導綠色低碳氛圍
的形成和推廣；開展產品從「搖籃到大門」全生命週期的碳足跡量化與核
查管理，多措並舉降低碳排放，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顆粒物等排放指標
遠低於河北省超低排放標準。公司先後開展了餘熱利用、設備節能改造、
節能新工藝研究合作與新能源引入等專案；自主研發的頁岩氣系列套管
屬於節能減碳型產品，助力清潔能源的開採，公司獲得河北省綠色工廠稱
號。

(4) 市場拓展方面，公司近兩年在中石油、中石化投標中取得的成績與非API
產品的批量供貨，得到了中石油、中石化主流市場客戶認可，與客戶之間
的粘性增強；國際市場上取得知名石油公司的認證，並開展實質性業務合
作，助力國際業務大幅度增長；公司的一體化全產業鏈生產線及一貫制的
產品品質管制體系，可根據市場形勢變化，靈活、及時做出應變，不僅滿
足客戶對高品質產品的需求，更能快速回應客戶的個性化、緊急性需求，
市場發展空間更加廣闊。

(5) 管理提升方面，公司推動以財務為核心的經營管理理念，圍繞效率提升、
降本增效、品質改善、技術與管理創新等方面打造以數據為導向的「精準、
精細、精益運營」氛圍。人員管理能力提升方面，公司聘請培訓機構，對中
層管理者及高潛人員進行以 IDP計畫落地為核心內容的管理能力提升培
訓，以適應迅速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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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本集團所處行業仍將面臨俄烏戰爭、能源危機、地緣政治
影響經濟體等因素影響，原輔料與能源供給價格會有一定波動，產品需求可能
收縮，同業競爭加劇。但隨著全球經濟發展的不斷變化和俄烏戰爭對供應鏈格
局的調整，以及國內堅定不移穩增長的經濟基調，能源開採與基礎設施建設的
投資會穩定增長，這些因素將對本集團產品需求產生積極作用。

本集團繼續圍繞「專精特新」的產品策略定位推動各項工作。堅持聚焦石油天然
氣用管、新能源用管及特殊無縫鋼管產品，著力產品創新、客戶創新與市場創
新；以滿足和引導客戶需求為目標，打造獨有領先產品，提升產品的品牌效應；
以全面綠色發展為引領，推動生產經營環節的節能減排，通過技術革新打造環
境友好型產品，建立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發展模式；依託數字化技術搭建高
效智慧的製造工廠和經營流程體系，持續優化管理，助力低成本、高品質、高
效率發展；推進海外石油公司認證，提升國際市場佔有比例；持續落實「精細、
精準、精益運營」的管理方式，不斷改善財務結構，推動公司高品質發展；打造
高度認同企業文化、自覺踐行企業文化、與企業同步，可持續發展的管理、技
術、操作團隊，實現年度經營業績的穩步增長。

未來，我們以全面實施數字化、智慧化、科技領先、綠色發展為契機，加快推進
高端製造的擴產計畫，把加強內部管理持續優化、多方尋找合適機會進行並購
擴大市場份額、增加市場競爭力作為發展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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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收益合共人民幣4,227.8百萬元，較截至2021 年12 月31 日錄
得人民幣 3,762.6百萬元增加 12.4%，本年度新能源用管及特殊無縫鋼管以及其
他產品收益下降，石油天然氣用管收益則增加。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止年度 變動

銷售 銷售佔比 銷售 銷售佔比 銷售 比例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銷售：
石油天然氣用管 2,635.1 62.3 1,674.0 44.5 961.1 57.4

新能源用管及
特殊無縫鋼管 1,567.9 37.1 1,896.4 50.4 (328.5) (17.3)

其他產品 24.8 0.6 192.2 5.1 (167.4) (87.1)     

合計 4,227.8 100.0 3,762.6 100.0 465.2 12.4     

本集團石油天然氣用管的收益增加 57.4%至人民幣 2,635.1百萬元（2021年：人民
幣1,674.0百萬元），新能源用管及特殊無縫鋼管收益降低 17.3%至人民幣 1,567.9
百萬元（2021年：人民幣1,896.4百萬元），其他產品收益降低87.1%至人民幣24.8百
萬元（2021年：人民幣192.2百萬元）。

石油天然氣用管收益增加主要是國內油氣田市場中標、國際市場業務拓展取
得成效，使銷售量增加；產品結構變化、市場行情變化及匯率變化，使銷售價
格增長。新能源用管及特殊無縫鋼管收益降低，主要是石油天然氣用管銷售量
增加對其他產品及特殊無縫鋼管的耗用量增加。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止年度

變動

銷售 銷售佔比 銷售 銷售佔比 銷售 比例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國內銷售 3,077.7 72.8 3,401.7 90.4 (324.0) (9.5)
國外銷售 1,150.1 27.2 360.9 9.6 789.2 218.7     

合計 4,227.8 100.0 3,762.6 100.0 465.2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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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集團的海外銷售收益增加218.7%至人民幣 1,150.1百萬元（2021年：人
民幣360.9百萬元），主要是海外需求復蘇，本集團拓展海外市場的戰略取得成
效使銷售量增加，以及市場銷售價格及匯率上漲所致。

銷售成本

本年度，本集團產生銷售成本合共人民幣3,616.9百萬元，較截至 2021年12月31
日止年度錄得人民幣3,345.1百萬元增加8.1%，主要由於銷售量增加及原材料、
能源價格上漲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年度，本集團的總毛利為人民幣 610.9百萬元，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錄得人民幣417.5百萬元增長人民幣193.4百萬元。本年度，本集團整體毛利率
14.5%，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11.1%增長3.4個百分點。毛利及毛利率
上升主要因為銷量及售價上升。

其他收入

本年度，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33.2百萬元，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錄得人民幣21.2百萬元增長人民幣12.0百萬元，主要因為匯兌收益及衍生金融
工具產生的收益所致。

銷售開支

本年度，本集團的銷售開支為人民幣 186.9百萬元，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
度錄得人民幣 98.5百萬元增加 89.7%，主要是收益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本年度，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 171.5百萬元，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
度錄得人民幣121.6百萬元增加41.0%，主要是人工成本、研發費用、稅金及附加
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本年度，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為人民幣 108.8百萬元，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
度錄得人民幣118.8百萬元減少8.4%，主要是由於平均利率下降，利息支出相應
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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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本年度，本集團所得稅為人民幣25.4百萬元，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
人民幣16.8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8.6百萬元，主要是由於除稅前溢利增長所致。

年內溢利

本集團的年度溢利人民幣151.6百萬元，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人民
幣82.9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68.7百萬元，主要由於收益及毛利增加所致。

資本開支

本年度，本集團於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為人民幣 86.7百萬元（2021年：人民幣
76.4百萬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主要以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額應付其營運資金及其他現金需求，於預
測經營現金流量不足於應付資金需求時，則會尋求外部融資（包括長期和短期
借款）。

於2022年12月31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合計為人民幣464.9百萬元（2021年12月31
日：人民幣551.6百萬元），主要以人民幣計價，部分以港元和美元計價（2021年
12月31日：主要以人民幣計價，部分以港元和美元計價）。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計息借款為人民幣1,939.1百萬元，其中長期借款人民
幣762.3百萬元，短期借款人民幣1,176.8百萬元及全部以人民幣計價（2021年12月
31日：全部以人民幣計價）。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所有計息借款中的人民
幣18.023億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23.722億元）已按固定利率計息。

債務權益比率按相關年末的負債淨額（計息借款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權益
總額再乘以100%計算為105.0%，較2021年12月31日的142.3%降低37.3個百分點，
乃由於短期借款減少所致。

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由2021年12月31日的 1.05上升至 2022
年12月31日的1.18。



– 23 –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有 1,777名僱員（2021年12月31日：1,592名僱員），本
年度所產生的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總額為人民幣231.4百萬元（2021年：人民
幣191.4百萬元）。

本集團認為，其成功取決於僱員能否提供持續、優質及可靠的服務。為吸引、挽
留僱員並豐富其知識、提高其技能水平及資質，本集團重視僱員培訓。此外，
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包括基本薪金及月度績效獎金以及年終獎），
並根據行業基準及財務業績以及僱員的表現對薪酬待遇進行年度調整。本公
司同時採納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以向為本集團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
與者及員工提供激勵及獎勵。

資產抵押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賬面值為人民幣1,193.5百萬元的物業、廠房及設
備，及賬面價值為人民幣 759.9百萬元的其他動產作為本集團銀行借款的抵押
品。

外匯風險

本集團業務主要在中國經營，以人民幣計值，隨著出口業務的增長，本集團通
過遠期結售匯規避匯率波動的風險，本集團預期匯率變動不會對本集團產生
重大不利影響。然而本集團會密切監察金融市場將在必要時考慮採取適當的
措施。

所持重大投資及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年度，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亦無本公司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
資企業的重大收購或出售。

或然負債

於2022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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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集團的股份以首次公開發售的形式於2019年11月8日上市日期在聯交所主板
上市。從首次公開發售中，本公司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 426.3百萬港元（約人民
幣383.7百萬元）（已扣除包銷佣金以及相關成本及開支）。誠如招股章程所述，
本公司擬將所得款項 (i)為二期擴建提供資金；(ii)加強本集團的產品研發和創
新能力；(iii)加強本集團與主要客戶的關係，擴大本集團的客戶基礎，並進一步
擴大本集團在海外市場的銷售；及 (iv)用於一般性補充營運資金和其他一般性
公司用途。於2020年6月10日，董事會決議分配二期擴建的部分未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以償還本集團的若干現有計息借款。有關重新分配的詳細信息，請參閱本
公司於2020年6月10日的公告。於本年度內，所得款項淨額已應用如下：

原計劃
所得款項
淨額用途

重新
分配款項

截至 2022年
12月31日
已使用的
總款項

截至2022年
12月 31日
未使用的

所得款項淨額

截至 2021年
12月31日
未使用的

所得款項淨額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為第二階段的擴建提供資金 339.2 (200.0) 109.3 29.9 60.9
加強本集團的產品研發和
創新能力 9.2 – 3.8 5.4 5.5

加強本集團與主要客戶的
關係，擴大本集團的客戶
基礎，並進一步擴大本集團
在海外市場的銷售 7.7 – 5.6 2.1 2.4

用於一般性補充營運資金和
其他一般性公司用途 27.6 – 27.6 – –

用於償還借款 – 200.0 200.0 – –     

合計 383.7 – 346.3 37.4 68.8     

未使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存放在香港和中國的銀行和經批准的金融機構中。於本
公告日期，本公司預期上述經重新分配的所得款項計劃用途將不會有任何進
一步的變化。於2022年12月31日的剩餘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目前預計將在2023
年12月31日或之前全部動用。誠如本公司2020年年度報告所披露，由於疫情 的
影響，二期擴建的進度已被推遲，因此所得款項的使用時間會有延遲（預計於
2023年12月31日或之前全部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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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2023年6月1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派發本年度
每股0.04港元（2021年：0.03港元）的末期股息約59.9百萬港元（2021年：約45.0百萬
港元），須於2023年5月23日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取得本公司股東批准。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已於聯交所購回以下股份。於2022年12月31日，所有3,932,000
股股份均已註銷。董事會進行回購旨在長遠提高股東價值。購回股份的詳情如
下：

回購月份
已回購

普通股總數
每股已付
最高價格

每股已付
最低價格 總代價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2022年3月 670,000 1.78 1.59 1,144
2022年4月 1,964,000 2.10 1.83 3,913
2022年5月 1,298,000 2.00 1.87 2,507  

3,932,000 7,56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他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均未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回顧年度後事項

於本年度後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發生重大事項。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應用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條文，並於本年度內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第2
部份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其條款嚴格程度不低於標
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本公司已向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本
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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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回顧

本集團本年度的年度業績及綜合財務報表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審核
委員會認為該等財務報表符合適用的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所有其他適用的
法律規定。因此，審核委員會建議董事會批准本集團本年度的年度業績及綜合
財務報表。

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目前定於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舉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
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及向股東寄予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知及其他有關文
件。

就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了確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進行表決的權利，本公司將於2023年5月18日（星
期四）至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在此期間將不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為了有資格出席2023年股東週年大會並進行
表決，所有轉讓文件及相關股票必須於不遲於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四時
三十分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夏愨道 16號遠東金融中心 17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為釐定符合資格獲派本年度建議末期股息的股東，並以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批准宣派末期股息的決議案為前提，本公司亦將於2023年5月30日（星
期二）至2023年6月1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於該期
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享有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待批准的末期
股息（將於2023年6月12日（星期一）或前後派付），本公司股東必須確保所有過戶
文件連同相關股票不遲於 2023年 5月29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
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
東金融中心 17樓。

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初步公告所載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
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的數額已由本集團的審計師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所進行了比較，該等數額與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的綜合財務報表中所載的
金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核證委聘，故畢馬威
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初步公告發表任何意見或核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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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度報告

本年度業績公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dalipal.com 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
本公司的2022年年度報告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
上述網站登載。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為藉此機會，董事會衷心感謝本集團所有員工通力合作以
及所有股東的支持。

釋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2023年5月23日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的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開曼群島公司法」或
「公司法」

指 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1961年第 3號法例，經
綜合及修訂）

「企業管治守則」 指 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

「中石油」 指 中國石油天然氣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達力普控股有限公司，於2018年8月28日在開曼群島
根據公司法註冊成立的獲豁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或「我們」或
「達力普」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或按文義所指，於本公司成
為其現有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前的任何期間，指本
公司目前的附屬公司及有關附屬公司或彼等的前
身（視乎情況而定）經營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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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首次公開發售」 指 首次公開發售

「上市日期」 指 2019年11月8日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
方式修改

「澳門」 指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主板」 指 聯交所運作的股票市場（不包括期權市場），獨立於
GEM並與其並行運作。為免疑問，主板不包括GEM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證券標準守則

「二期擴建」 指 本集團位於渤海新區工廠的二期產能擴張項目建
設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
門及台灣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0月28日的招股章程

「研發」 指 研究與開發

「重新分配」 指 於2020年6月10日，董事會決議重新分配部分首次公
開募股時原本分配給二期擴建的未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以償還本集團的若干現有計息借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元，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中石化」 指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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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本年度」 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達力普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孟凡勇

香港，2023 年3月21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董 事 會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孟 凡 勇 先 生、張 紅 耀 先 生、徐 文 紅 女
士、孟宇翔先生、干述亞女士及殷志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郭開旗先生、
王志榮先生及成海濤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