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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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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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55）

Morimatsu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森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森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向本公司
股東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
期期間」或「報告期」）的未經審核中期綜合業績。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重列附註1）

收益 2,964,865 1,855,673
毛利潤 788,424 485,903
毛利率 26.6% 26.2%
淨利潤 302,536 142,843
淨利潤率 10.2% 7.7%
新簽訂單金額 5,111,849 3,406,699
經調整的EBITDA附註2 470,072 277,875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29 0.19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0.28 0.18

於6月30日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配至現有合約餘下履約責任的交易價格總額 7,881,632 4,880,729  

附註1： 於2022年2月28日，本集團完成收購Morimatsu Houston Corporation全部已發行普通股，
該收購事項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的會計指引第5號「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處
理」所載的合併會計原則被視為本集團共同控制下的業務合併。本集團截至2021年12
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資料已相應重列，以遵守相關會
計準則。

附註2： 經調整的EBITDA指來自營運的溢利，按非現金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來自合營公司
的收益、上市開支、折舊及攤銷除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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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重列）

收益 3 2,964,865 1,855,673
銷售成本 (2,176,441) (1,369,770)  

毛利 788,424 485,903
 其他收入 4 46,149 4,485
銷售及營銷開支 (95,437) (44,106)
一般及行政開支 (228,481) (184,874)
研究及開發開支 (145,505) (77,436)
貿易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 (14,876) (4,881)  

來自營運的溢利 350,274 179,091
 財務成本 5(a) (7,900) (11,505)
分佔合營企業業績 (1,146) –  

除稅前溢利 5 341,228 167,586
 所得稅 6 (38,692) (24,743)  

期內溢利 302,536 142,84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302,672 142,843
非控股權益 (136) –  

期內溢利 302,536 142,843

 每股盈利 7
基本盈利（人民幣） 0.29 0.19  

攤薄盈利（人民幣） 0.28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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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 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期內溢利 302,536 142,84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2,485 868
後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中國內地以外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產生的匯
兌差額 (371) (2,45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2,114 (1,58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04,650 141,261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304,786 141,261
非控股權益 (136)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04,650 14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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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6月30日 – 未經審核

附註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00,596 1,227,021
使用權資產 116,426 106,758
無形資產 36,683 33,702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9,731 10,878
遞延稅項資產 3,076 –
其他非流動資產 270,851 15,975  

1,737,363 1,394,334  

流動資產

存貨 1,372,395 1,229,633
合約資產 621,512 609,51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273,602 921,45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 223,146 6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83,545 1,548,875  

4,974,200 4,310,17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185,580 1,094,663
合約負債 2,633,074 2,171,901
計息借款 347,506 370,00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負債 9,638 –
租賃負債 5,138 2,528
即期稅項 38,608 33,881
撥備 21,086 17,362  

4,240,630 3,690,337  

流動資產淨額 733,570 619,83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70,933 2,01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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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79,533 –
租賃負債 9,114 1,883
遞延稅項負債 72 4,126
遞延收入 330 353  

89,049 6,362  

資產淨值 2,381,884 2,007,80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b) 573,396 571,769
儲備 1,808,624 1,436,040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2,382,020 2,007,809  

非控股權益 (136) –  

權益總額 2,381,884 2,00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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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另有說明外，均以人民幣列示）

1 編製基準

(a) 編製基準

本公司本初步中期業績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
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適用的披露規定所編
製而成。本中期財務報告於2022年8月18日獲授權刊發。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2021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
致，惟採納必需於2022年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會計政策
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本公司本初步中期業績公告所載有關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
（作為比較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摘錄
自該等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披露的該等法定財務報表
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交付截
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財務報表發表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引述
任何核數師在無提出保留意見下強調須予注意的事項，亦未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407(2)或(3)條作出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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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合併會計處理及重列

於2022年2月28日，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Pharmadule Morimatsu AB訂立股份收
購協議，以向本公司母公司森松ホールディングス株式會社收購Morimatsu Houston 
Corporation的全部已發行普通股，代價為1,295,000美元。

於重組及收購事項之前及之後，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與Morimatsu 
Houston Corporation均受森松ホールディングス株式會社共同控制。有關控制並非暫
時性質，因此，森松ホールディングス株式會社持續承擔風險及享有利益。因此，
重組及收購事項被視為同一控制下的業務合併，並已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的
會計指引第5號（「會計指引第5號」）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處理。因此，本集團
的綜合財務報表乃使用合併會計基準而編製，猶如現有集團架構於呈報期間一直
存在。Morimatsu Houston Corporation的資產淨值已從森松ホールディングス株式會社
的角度使用現有賬面值綜合入賬。

除非合併實體或業務首先於較後日期受到共同控制，否則綜合財務報表之比較金
額按猶如實體或業務已於比較期間初合併呈列。

於最早呈列日期或自合併實體或業務首先受到共同控制當日起（期間較短者為準），
合併實體或業務的業績會計入綜合損益表以及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而不
論共同控制合併日期。綜合損益表以及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亦計及記錄於
控制方綜合財務報表的非控股權益應佔損益。無論於共同合併前或後，所有合併
實體或業務之間的交易的影響均已消除。於2021年1月1日的年初結餘已予重列，
並對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作出相
應調整。

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已採納一套統一的會計政策。

2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就當前會計期間本中期財務報告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修訂本）

‧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虧損合約 — 履約成本（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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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修訂本）

該等修訂禁止實體從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成本扣除出售該資產可使用前所生產項
目之所得款項。相反，銷售所得款項及相關成本應計入損益。該等修訂對該等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影響，原因是本集團並無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可使用前所生產之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虧損合約 — 履約成本（修訂本）

該等修訂澄清企業在評估合約是否構成虧損合約時，履行合約之成本需包括履行合約
之增量成本及其他履行合約之直接成本之分攤金額。

過往，本集團在釐定合約是否構成虧損合約時包括增量成本及其他成本分配。該等修
訂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該等發展對本集團於本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或呈列的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
概無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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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活動為生產及銷售各種壓力設備。

(i) 收益明細

客戶合約收益按主要產品或服務線劃分的明細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客戶合約
收益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線劃分的明細
–   傳統壓力設備 1,364,733 1,104,762

–   反應器 612,396 414,883
–   換熱器 324,659 220,716
–   容器 221,852 338,071
–   塔器 205,826 131,092

–   模塊化壓力設備 1,534,088 701,584
–   其他* 14,623 9,917  

銷售產品 2,913,444 1,816,263  

–   壓力設備設計、驗證及維護服務 51,421 39,410  

服務 51,421 39,410  

經營業務收益 2,964,865 1,855,673  

* 其他主要包括銷售原材料及廢料。

客戶合約收益按地區市場劃分的明細於附註3(a)(ii)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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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多元化，且僅與一位客戶的交易已超過本集團截至2022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收益的10%。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來自
該客戶的收益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 186,318
客戶B 472,232 *

* 少於本集團相應年度收益的10%。

(ii)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的相關地理位置資料。客戶的地理位置
乃基於所提供服務或交付貨物所在的位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中國內地 1,656,474 1,354,158
北美 97,044 62,798
亞洲（中國內地除外） 282,045 111,038
歐洲 405,055 157,051
非洲 482,698 16,714
其他（附註） 41,549 153,914  

總計 2,964,865 1,855,673  

附註： 其他主要包括南美洲及大洋洲的國家。

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主要位於中國內地，因此並無呈列非
流動資產的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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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報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規定，須根據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就資源
分派及表現評估所定期審閱的內部財務報告識別及披露經營分部的資料。據此，
本集團已釐定其僅有一個經營分部，即銷售綜合壓力設備。

4 其他收入╱（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 (i) 2,195 2,851
利息收入 2,972 37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的金融資產已變現收益淨額 5,058 1,148
外匯淨收益╱（虧損） 39,958 (1,344)
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變動 (4,763) 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淨虧損 – (239)
其他 729 1,616  

46,149 4,485  

(i) 政府補助主要包括：(a)與開支有關的補助，指自地方政府獲得的無條件補助，以
鼓勵本集團發展；及(b)與資產有關的補助，指遞延收入的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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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而達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a) 財務成本：

計息借款的利息 7,869 11,461
租賃負債的利息 31 44  

7,900 11,505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90,275 301,476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支付的付款開支（附註10(c)） 69,425 33,775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i) 39,983 31,406  

499,683 366,657  

(i)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僱員須參與由當地市政府管理及運作的定額供款退休計劃。
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按當地市政府協定的平均僱員薪金的一定百分比向該計劃
供款，以撥付僱員的退休福利。

除上述年度供款外，本集團概無與支付該計劃相關退休福利有關的其他重大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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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c) 其他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7,847 6,274
 折舊費用
–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40,187 36,561
– 使用權資產 3,485 2,328
 研發成本(i) 145,505 77,436
撥備增加 6,173 1,412
存貨成本(ii) 2,176,441 1,370,421
存貨撇減及虧損（扣除撥回） 4,532 7,541  

(i)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研發成本包括員工成本人民幣73,046,000元（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52,479,000元），以及折舊及攤銷開支人民幣
5,077,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898,000元），該等金額亦已計
入上文或附註5(b)單獨披露的相應總額。

(ii)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存貨成本包括員工成本人民幣262,693,000元（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22,887,000元），以及折舊及攤銷開支人民幣
30,550,000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9,978,000元），該等金額亦已
計入上文或附註5(b)單獨披露的相應總額。

6 綜合損益表內的所得稅

(a) 綜合損益表內的稅項指：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稅項：
本年度撥備 45,822 27,275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7,130) (2,532)  

實際稅項開支 38,692 2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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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中國的法定所得稅
稅率為25%。除非另有訂明，否則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須按法定稅率繳納
所得稅。

根據香港所得稅規則及規例，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
司及本集團的香港附屬公司須按16.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由於於香港
註冊成立的公司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收入須繳納香
港利得稅，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瑞典所得稅規則及規例，Pharmadule Morimatsu AB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須按20.6%的稅率繳納瑞典企業稅。

根據美國所得稅規則及規例，Pharmadule Morimatsu Inc及Morimatsu Houston 
Corporation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須按21%的稅率繳納美國
企業稅，即按收入範圍釐定的稅率繳納聯邦所得稅。

根據印度所得稅規則及規例，Pharmadule Engineering India Private Limited於截
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須按25%的稅率繳納印度企業稅。由於該
公司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收入須繳納印度企業稅，故
並無就Pharmadule Engineering India Private Limited作出印度企業稅撥備。

根據日本所得稅規則及規例，森松T&S株式會社於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須按33.58%及33.28%的稅率繳納日本企業稅。由於該公司於截至
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收入須繳納日本企業稅，故並無就森
松T&S株式會社作出日本企業稅撥備。

根據意大利所得稅規則及規例，Morimatsu Italy S.R.L於截至 2022年及 2021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須按24%的稅率繳納意大利企業稅。由於該公司於截至
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收入須繳納意大利企業稅，故並無就
Morimatsu Italy S.R.L作出意大利企業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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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集團的下列附屬公司具有高新技術企業資格：

適用優惠稅率 期間

上海森松製藥設備工程有限公司 
（「森松製藥設備」）

15% 2021–2022

森松（江蘇）重工有限公司（「森松重工」） 15% 2021–2022

(iii)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相關條例，合資格研究及開發開支可按截至2022
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各年實際產生金額的200%享受所得稅扣減。

(iv)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就應付予非居民企業（在中國並無組織或
營業場所，或在中國有組織和營業場所但相關所得稅與之並無實際關連）投
資者的股息而言，應繳納10%的中國預扣稅，除非非居民企業所在司法管轄
區與中國之間訂有任何適用的稅收協定可減免有關稅項。同樣，若該投資者
通過股份轉讓獲得的任何收益被視為來自中國境內來源的收入，則應按10%
的稅率（或較低的稅收協定利率（如適用））繳納中國所得稅。

(v)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可扣減稅項虧損自有關虧損產生年度起計五年內屆
滿。其主要來自森松（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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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母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302,672,000元（截至2021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42,843,000元）及本中期期間已發行的1,037,718,000股
（2021年：752,055,000股）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母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302,672,000元（截至2021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42,843,000元）及1,091,917,000股（2021年：784,355,000
股）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應收票據 142,262 83,398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損撥備） 752,840 609,562
其他應收款項 50,516 23,285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945,618 716,245  

預付款項 327,984 205,211  

1,273,602 92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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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期結束時，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於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內）基於開票日期及扣
除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三個月內 366,548 405,541
超過三個月但於一年內 322,672 144,283
超過一年但於兩年內 57,325 57,482
兩年以上 6,295 2,256  

752,840 609,56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主要自開票之日起30日內到期。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應付票據 6,255 46,319
貿易應付款項 911,830 718,42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67,495 329,919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1,185,580 1,09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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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期結束時，貿易應付款項（包括於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內）基於開票日期的賬
齡分析如下：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三個月內 735,506 561,591
超過三個月但於六個月內 128,769 99,990
超過六個月但於十二個月內 35,624 40,214
超過一年但於兩年內 5,584 12,611
超過兩年 6,347 4,019  

911,830 718,425  

10 資本及儲備

(a)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2021年6月30日：
無）。

(b) 股本

向本公司發行普通股

於2022年6月2日，本公司就行使購股權發行26,476,000股普通股。

(c) 以股權結算以股份支付的交易

本集團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其於2020年7月1日
獲採納，據此，本集團董事獲授權可酌情邀請本集團僱員、董事及本集團一名董
事的一間聯營公司按1.00港元就每項接納股份要約接納購股權。購股權於預期的
上市日期（2021年6月28日）起計一年後歸屬，然後可於五年期內予以行使。每份購
股權賦予持有人可認購一股本集團普通股並以股份全數結算的權利。

於2020年7月1日，本集團已有條件地向27名參與者（包括本集團僱員、董事及本集
團一名董事的一間聯營公司）授出購股權，以認購合共132,380,000股股份，代價為
每項接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項下購股權的要約支付購股權價0.000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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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確認開支人民幣33,860,000元（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3,775,000元），該金額乃參考所授出的購股權於
計量日期（亦稱為「授出日期」）的公平值而釐定，本公司會將餘下歸屬期內收到的
相關服務成本分別計入行政開支及資本儲備。

於2022年6月28日及之後已行使可認購合共709,150股股份的購股權。

本集團已於2021年12月15日採納一項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受限制股份單位計
劃」），據此，29,459,700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股份單位」）已於2022年1月5日
授予149名合資格僱員。有關購股權於2022年1月5日起一年後歸屬，隨後可於三年
內行使。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權利以4.17港元的購買價認購本集團一股普通股。

本集團已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內確認開支人民幣35,565,000元（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該金額乃參考購股權於歸屬日期的公平值而釐定，
本公司會將餘下歸屬期內收到的相關服務成本分別計入行政開支及資本儲備。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未行使任何受限制股份單位購股權。

(d) 其他儲備

其他儲備主要指所收購附屬公司淨資產的已付代價與相關賬面值之間的差額（抵
銷內部交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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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發展願景和組織價值

本集團致力成為全球領先的核心設備、工藝系統和數智化工程解決方案的提
供商。

本集團服務於客戶的價值需求，提供基於數字化技術的全生命週期覆蓋服務，
包括聯合研發、可行性研究、項目諮詢、現有工藝路線優化、運行維護平台設
計、跟蹤和改進計劃等多重元素，幫助客戶不斷實現技術創新和產品迭代，共
同構建可持續發展的行業競爭優勢。

主要業務和主營賽道

本集團的主營業務為設計、製造、安裝以及運維業務，主要應用於包含化學反
應、生物反應和聚合反應的核心工藝設備、工藝系統以及整體解決方案。本集
團服務的下游行業╱領域目前包括油氣煉化、日化、化工新材料、製藥（含生
物製藥和化學合成藥）、動力電池原材料（含金屬礦、鋰電池原材料、中間化工
原材料）和電子化學品（含光伏原材料和高純度化學試劑的生產）等。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主營收入和新簽訂單主要來自於以下行業╱領域1）製藥
和生物製藥；2）動力電池原材料；3）化工新材料；及4）電子化學品。其中最活
躍的兩個細分領域分別是動力電池原材料及生物製藥。同時，得益於世界經濟
逐漸從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新冠疫情」）中復甦，本集團在油氣煉化和日化等
領域的新簽訂單金額，也取得了明顯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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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動力電池原材料領域的業務主要為生產三元前驅體、三元正極材料（包
括鎳鈷等原礦金屬材料）、電解液配置、核心電解質（六氟磷酸鋰、雙氟磺酰亞
胺鋰、VC「碳酸亞乙烯酯」等）添加劑、正╱負極粘結劑、隔膜生產、NMP（N-
甲基吡咯烷酮）溶液回收裝置等的核心反應器、工藝模塊、工藝生產線以及模
塊化生產裝置。本集團亦為客戶現有生產裝置提供工藝改進和裝置優化等解
決方案。此外，本集團在其他新型材料部分，如硅碳負極、碳納米管導電劑等
領域亦有研發和佈局。

在生物製藥領域，本集團為下游行業和客戶的技術產品迭代提供從實驗室、臨
床I、II、III期到工業化生產的各個階段所使用的，覆蓋上下游產品及其翻新需
求的多元化產品，包括生物反應器╱發酵罐系統、培養基配製系統、收穫系統、
純化系統、製劑配液系統、緩衝液配製系統和儲存系統、在線配液系統、滅活
和CIP (Clean in Place)工作站系統、隔離器、一次性磁力混勻系統、一次性儲液
混勻系統、模塊化工廠和潔淨裝修等。本集團在儀器級和實驗室級設備以及一
次性生物反應器解決方案等方面亦有所研發和佈局。

在電子化學品領域，本集團主要為客戶提供廣泛應用於芯片行業、其他高端
集成電路產品行業和液晶面板行業的濕電子化學品（包括電子級的高純度化學
試劑，如萬億分率（「PPT」）級的高純度硫酸、雙氧水、氟化銨等）的生產系統，
以及光伏原材料（多晶硅）領域的核心設備和成套設備，如氣相沉積反應器以
及配套系統。此外，本集團在光伏硅烷氣、電子級多晶硅及異質結設備方面亦
有所研發和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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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主要下游行業於報告期內的收益以及截至2022年6月30日分配至現有合
約餘下履約責任的交易價格總額。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業務快速增長主要來自
於製藥和生物製藥以及動力電池原材料行業。

下游行業 收益 佔比

分配至現有
合約餘下履
約責任的交
易價格總額 佔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電子化學品 272,742 9.2% 1,157,378 14.7%
化工 860,220 29.0% 1,860,234 23.6%
日化 63,412 2.1% 467,725 5.9%
動力電池原材料* 374,343 12.6% 1,261,926 16.0%
油氣煉化 77,059 2.6% 1,022,022 13.0%
製藥和生物製藥 1,131,757 38.2% 1,910,266 24.2%
其他 185,332 6.3% 202,081 2.6%    

總計 2,964,865 100.0% 7,881,632 100.0%
    

* 動力電池原材料包括礦業冶金行業。

業務數據回顧

報告期內，本集團各項財務數據得以持續增長，在銷售收入、毛利、淨利、新
簽訂單方面，均創歷史新高；報告期末，本集團在手訂單的數量和金額亦較
2021年同期末表現呈明顯增長態勢。其中報告期內銷售收入約為人民幣2,964,865
千元，同比增長約59.8%；報告期內淨利約為人民幣302,536千元，同比增長約
111.8%；報告期內新簽訂單455份，合同金額約為人民幣5,111,849千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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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約50.1%；及於2022年6月30日，在手訂單555份，合同金額約為人民幣7,881,632
千元，同比增長約61.5%。預計2022年全年本集團新交付的擴建產能和原有產
能都將得以充分利用。

報告期內，本集團一主要生產基地所在城市（上海）因新冠疫情經歷了長達兩
個多月的封控。本集團全體僱員在管理層的帶領下，逆水行舟、迎風破浪，面
對極其不利的生產條件和緊張的交期壓力，創造了各項關鍵指標的歷史新高。
展望2022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利用有效產能，深挖潛力，把握各個下游行
業的快速發展期，本集團有信心繼續保持良好的業績表現。

賽道策略和熱門下游行業需求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來自於1）具有持續創新需求的下游行業；2）處於資本投入
週期的熱門行業；3）代表未來技術發展趨勢的新興行業；4）具有長期合作關係
的行業和企業；以及5）其他能夠促進本集團持續成長的行業和企業。

報告期內，以下四條賽道依然是本集團收入和新簽訂單的主要來源：1）生物製
藥；2）動力電池原材料；3）化工新材料；和4）電子化學品。同時，本集團在其
他傳統賽道亦取得了喜人的業績增長，其中包括1）油氣煉化；和2）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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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製藥

2022年5月10日，國務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印發《「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
劃》，該規劃明確提出，要推動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融合創新，加快發展生物
醫藥、生物育種、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產業，做大做強生物經濟。隨著預防
治療性疫苗、基因治療、免疫細胞治療、幹細胞治療和細胞再編程誘導多能幹
細胞(iPSC)等前沿領域的發展與突破，生物製藥產業將進入新一輪快速發展期。
目前市場可見度最高的五種生物藥品分別是：血液製品、重組蛋白、疫苗、單
克隆抗體和細胞治療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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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深圳市中研普華產業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研普華產業研究院」)

中國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新冠疫情肆虐、老齡化社會狀態以及生物藥納
入國家藥品集採等一系列因素，促進了生物藥（比如疫苗產品和核酸藥產品）
的技術迭代、以實現規模效應為目的的新一輪生物藥品投資以及對於生物藥
品發展的期待（先進疫苗產品、重組蛋白產品和細胞治療產品）。

隨著生物技術快速引入現代醫藥技術，生物醫藥行業成為當前最為活躍、技術
含量最豐富和技術進展最快的產業之一。根據中研普華產業研究院的預測，中
國生物製藥行業的市場規模將從2020年的約3,870億元人民幣增長到2025年的約
6,581億元人民幣；而全球生物醫藥的市場將從2021年的約1.89萬億美元增長到
2025年的約2.34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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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電池原材料

根據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證券」)調查，2022年1月至2022年5月，中國
乘用車行業總銷量約為813萬輛，同比下降約3.5%。進入2022年5月後，復工復
產按下加速鍵，批發銷量同比降幅收窄到約1.4%，而與此形成明顯對比的是新
能源汽車的銷量。2022年1月至2022年5月中國新能源乘用車總銷量達到約190.8
萬輛，同比增長約115%，其中3月、4月和5月新能源乘用車總銷量佔所有乘用
車行業總銷量的比例分別達到了約24.7%、29.0%和26.3%。中信證券預測2022年
全年新能源乘用車銷量將達到約570萬輛，同比增長約71.5%，並預計2023年新
能源乘用車銷量有望達到約800萬輛，同比增速達到約40%。

汽車動力電池的原材料主要有四種，分別是正極材料、負極材料、隔膜和電解
液。其中在電池成本中佔比最大的是正極材料，佔比接近三分之一。正極材料
的成本主要由碳酸鋰和各種對應的前驅體材料（包括磷酸鐵鋰、三元材料鎳、
鈷和錳）構成。電解液的主要構成材料包括了溶劑、鋰鹽和多種添加劑。中國
汽車動力電池產業創新聯盟於2022年4月發佈的數據顯示，與去年初相比，主
流三元鋰電池正極材料平均價格上漲約108.9%，磷酸鐵鋰電池正極材料平均上
漲約182.5%，三元鋰電池電解液平均價格上漲約146.2%，磷酸鐵鋰電池電解液
價格平均上漲約190.2%。

據新浪財經2022年6月報道，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車滲透率有望持續攀升至約
20%，與之相對應動力電池需求將持續強勁增長，預計到2025年，全球動力電
池需求量將超過1,200吉瓦時（「GWh」），加上小型電池和儲能電池，合計出貨
量將超過1,600GWh。S&E Research Co., Ltd.預測，到2023年，全球動力電池的缺
口約為18%；到2025年，缺口將擴大到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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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能源汽車的持續快速增長，將不斷挑戰動力電池原材料行業的極限供
應能力，而不平衡的供需關係以及與需求不匹配的各類原材料項目週期，將進
一步刺激原材料行業的投資和建設，同時帶動動力電池技術的快速更新與迭代。

化工新材料

化工作為新型合成材料最重要的行業，具有產品多樣化、技術時效性和創新引
領等多種特性。研發和生產化工行業擁有大量的子行業，在不同領域為社會進
步、經濟發展以及人類生活改善，源源不斷地提供各類生產和生活要素，特別
是具有環保效應的各類新型材料。《化工新材料產業「十四五」發展指南》提出
了中國新材料產業發展的目標：「十四五」期間化工新材料產業主營業務收入、
固定資產投資保持較快增長，力爭到2025年產業實現高端化和差異化，發展方
式明顯轉變，經濟運行質量顯著提升。

進入2021年，在雙碳承諾持續影響下，化工行業產能擴張速度加快，帶來差異
化的擴張週期。根據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數據，2019年全球化工新材料
市場空間達約3,700億美元，預計2025年將達到約4,800億美元；國內2019年化工
新材料產值約人民幣6,000億元，總消費規模約人民幣9,000億元（進口額達約人
民幣3,000億元），產量和消費量分別約為2,464萬噸和3,488萬噸，在高端聚烯烴、
工程塑料、功能性膜材料、高性能纖維和電子化學品等諸多領域自給率仍然較
低。隨著國內產業升級步伐加快，化工新材料需求將持續增長，預計到2025年
總消費量將達到約5,717萬噸，「十四五」期間複合年均增長率(CAGR)達約8.6%。
根據中研普華產業研究院的預測，中國化工新材料的市場規模將從2021年約4.9
萬億元人民幣增長到2026年約7.5萬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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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研普華產業研究院

電子化學品

電子化學品，又稱為電子化工材料，泛指電子工業使用的專用化學品和化工材
料，包括電子元器件、印刷電路板、集成電路、印刷線路板以及工業及消費類
整機生產和包裝用各種化學品及材料。電子化學品系化學、化工、材料科學以
及電子工程等多學科綜合的綜合學科領域。

濕電子化學品是在微電子和光電子濕法工藝（主要包括濕法刻蝕、清洗、顯影
和互聯等）製程中使用的各種電子化工材料。濕電子化學品按用途可分為通用
化學品（又稱超淨高純試劑）和功能性化學品，如電子級硫酸、雙氧水、氨水和
氟化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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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子材料行業協會數據顯示，2021年度，全球使用濕電子化學品的總量達
到約458.3萬噸，其中集成電路領域用濕電子化學品需求量達到約209萬噸，新
型顯示領域用濕電子化學品需求量達到約167.2萬噸；未來，全球濕化學品需
求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來源於多座晶圓廠的建成投產及有機發光二極管(OLED)
面板產業的發展，預計到2025年全球集成電路領域用濕化學品需求量將增長至
約313萬噸，顯示面板用濕化學品將增長至約244萬噸，濕電子化學品總需求量
則將達到約697.2萬噸。

自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和烏克蘭發生武裝衝突以來，國際市場的石油天然氣
供應受到了嚴重衝擊，全世界再次看到了非傳統能源和其相關行業對於能源安
全的重要性，太陽能和光伏行業就是新能源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各國
積極出台相關政策促進光伏行業發展。中國密集出台了《「十四五」可再生能源
發展規劃》等新能源利好政策，從需求、消納、審批、供應鏈和金融等各個方
面，全方位保障中國完成新能源裝機目標。2022年5月，歐洲推出REPowerEU計
劃，提出到2025年光伏裝機量達到約320吉瓦（「GW」），2030年達到約600GW；
政策鼓勵下歐洲光伏需求將超預期增長。美國拜登政府宣佈豁免東南亞四國
光伏組件關稅24個月，降低風光項目土地費用約50%，預期未來兩年美國將迎
來光伏搶裝期，全球光伏行業將迎來全面快速發展期。

各國目前推出多項政策，大力支持太陽能光伏產業建設；未來十年，全球能源
結構清潔化、低碳化轉型的力度將進一步加大。高純多晶硅是電子工業和太陽
能光伏產業的基礎原料，在未來的50年裡，還不可能有其他材料能夠替代硅材
料成為電子和光伏產業主要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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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擴建和新增

南通生產基地擴建項目

報告期內，本集團位於江蘇省南通市如皋港的森松重工的總建築面積約38,000
平方米擴建項目已經投入運營。擴建項目主要包括一個加工重型傳統壓力設
備的新車間、一個組裝重型傳統壓力設備的新車間及兩個組裝模塊化壓力設
備的新車間。本集團南通基地擴建項目投入運營，將令現有產能提升20%至
25%。

常熟生產基地項目

報告期內，本集團位於江蘇省蘇州市常熟地區的森松（蘇州）生命科技有限公
司（「森松生命科技」） 的高端裝備製造基地項目已經啟動，項目一期約130,000
平方米，預計在2023年第四季度開始交付使用，投產後的年銷售額預計將達到
人民幣20億元。該項目投產後，將主要為生物製藥行業、濕電子化學品行業、
日化行業以及其他具有高潔淨度要求的精密產業提供高端工藝設備和先進成
套裝備。

馬來西亞生產基地

報告期內，本集團位於馬來西亞邊加蘭地區的合資公司Morimatsu Dialog 
(Malaysia) Sdn. Bhd.正在按計劃穩步發展，目前已開始承接新訂單。本集團計劃
進一步擴大馬來西亞合資公司的建設，將其作為本集團整體產能的海外延伸，
更有效地輻射東南亞、中東和北美市場，服務於這些地區的動力電池原材料、
能源化工以及製藥和生物製藥行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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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數據

於2022年2月28日，本集團完成收購Morimatsu Houston Corporation（「Morimatsu 
Houston」）全部已發行普通股，該收購事項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的會計指
引第5號「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處理」所載的合併會計原則被視為本集團共
同控制下的業務合併。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財務資料已相應重列，以遵守相關會計準則。

收益

本集團位於南通的產能擴建工程交付使用，提升了原有產能，在上海疫情封控
期間保證了本集團銷售合同的按期履約，本集團收益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約人民幣1,855,673千元，增長約59.8%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
人民幣2,964,865千元，增長主要歸因於：1）製藥行業訂單增加，且有較大規模
的模塊化工廠實現交付；和2）動力電池原材料行業的訂單增加，其中用於製
造電解液、添加劑和三元正負極材料的設備訂單顯著增長。

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增加額 同比變動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佔比 人民幣千元 佔比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的） （未經審計的）

（經重列）

電子化學品 272,742 9.2% 89,508 4.8% 183,234 204.7%
化工 860,220 29.0% 864,605 46.6% -4,385 -0.5%
日化 63,412 2.1% 64,928 3.5% -1,516 -2.3%
動力電池原材料* 374,343 12.6% 31,995 1.7% 342,348 1,070.0%
油氣煉化 77,059 2.6% 181,616 9.8% -104,557 -57.6%
製藥和生物製藥 1,131,757 38.2% 551,020 29.7% 580,737 105.4%
其他 185,332 6.3% 72,001 3.9% 113,331 157.4%      

總計 2,964,865 100.0% 1,855,673 100.0% 1,109,192 59.8%      

* 動力電池原材料包括礦業冶金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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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本集團銷售成本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369,770千元，增長約
58.9%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176,441千元，銷售成本增幅較
本集團收益基本持平。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增加額 同比變動2022年 2021年

銷售成本 人民幣千元 佔比 人民幣千元 佔比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的） （未經審計的）

（經重列）

原材料及消耗品 1,446,587 66.5% 881,310 64.3% 565,277 64.1%
直接人工 231,631 10.6% 194,947 14.2% 36,684 18.8%
外包費用 179,804 8.3% 92,388 6.7% 87,416 94.6%
安裝修理費 193,694 8.9% 79,075 5.8% 114,619 144.9%
折舊 30,550 1.4% 29,978 2.2% 572 1.9%
資產減值損失 -268 0.0% 6,703 0.5% -6,971 -104.0%
其他（間接人工+設計費） 94,443 4.3% 85,369 6.3% 9,074 10.6%      

總計 2,176,441 100.0% 1,369,770 100.0% 806,671 58.9%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毛利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85,903千元，增長約
62.3%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88,424千元，與本集團收益增
長基本一致。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與2021年同期相比維持相
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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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營銷費用

本集團銷售及營銷費用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4,106千元，
增加約人民幣51,331千元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95,437千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銷售及營銷費用同比增長約116.4%，主要原因
是本集團為開拓海外市場和新客戶增加佣金費用約人民幣42,780千元。

一般及行政費用

本集團一般及行政費用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84,874千元，
增長約人民幣43,607千元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28,481千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一般及行政費用同比增長約23.6%，主要是1)本
公司於2021年6月28日成功上市後，於報告期內沒有上市費用發生；和2)持續推
行一系列降本增效措施，降低一般及行政費用。

研發費用

本集團研發費用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7,436千元，增長約
87.9%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45,505千元，截至2022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研發費用佔本集團收益的比例約為4.9%，較截至2021年6月30止
六個月的約4.2%增加了約0.7%，主要由於1）本集團加大了對新領域、新技術的
研發投入，並持續開展校企聯合等科研項目；和2）研發人員數量由截至2021年
6月30日的356人，增加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487人，導致截至2022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研發人工成本與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約人民幣20,567千元。

財務成本

本集團財務成本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1,505千元，降低約
31.3%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900千元，主要由於本集團在
2021年下半年歸還部分銀行借款，從而利息支出相應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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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淨利潤

本集團淨利潤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42,843千元，增長約
111.8%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02,536千元，報告期內的淨
利潤增加主要由於1）業務規模擴大，產能提升，導致收益大幅增長；2）營運效
率持續改善；3）在保證日常營運資金充足的前提下購買短期銀行理財產品以
提高閒置資金收益率；和4）出口項目增加，其中部分以歐元計值且有較大金
額預收款的項目於完工確認收益時產生外幣兌換收益，匯兌收益較2021年同期
有所增加。部分被如下原因所抵銷：1）為開拓海外市場和新客戶增加佣金費用
約人民幣42,780千元；2）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支付費用較2021年同期增加
約人民幣35,650千元；和3）對動力電池原材料製造設備、數字化運維平台等持
續進行研發投入，積極開展校企聯合等科研項目，研發費用較2021年同期增加
約人民幣68,069千元。

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指標

本集團認為經調整的財務指標有利於理解以及評估本集團的基礎業績表現及
經營趨勢，並且通過參考該等經調整的財務指標，有助於消除本集團認為對本
集團核心業務的表現無指標作用的若干異常、非經常性、非現金和非經營性項
目的影響，有助管理層及投資者評價本集團財務表現。本集團管理層認為該
等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指標於本集團經營所在行業被廣泛接受和適用。
然而，該等未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呈現的財務指標，不應被獨立地使用或
者被視為替代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及呈列的財務信息。本公司股東
及有意投資者不應獨立看待以下經調整業績，或將其視為替代按照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所準備的業績結果，且該等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指標不可與
其他公司所呈列類似標題者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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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及經調整的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約人民幣400,647千元，較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約人民幣224,254千元增加約人
民幣176,393千元。不包括上市費用和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截至2022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經調整的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約人民幣470,072千元，較截至2021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同口徑經調整的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約人民幣277,875千元增
加約人民幣192,197千元，增長率約為69.2%。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的）（未經審計的）

（經重列）

期內淨利潤 302,536 142,843
加：所得稅費用 38,692 24,743

利息費用 7,900 11,505
折舊 43,672 38,889
攤銷 7,847 6,274

期內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 400,647 224,254
加：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69,425 33,775

上市開支 — 19,846
期內經調整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 470,072 277,87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由2021年12月31日的約人民幣921,456千元，增加
約38.2%至2022年6月30日的約人民幣1,273,602千元，主要由於1）收入增長導致
貿易應收款項增加；2）部分客戶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大額訂單的款項，導致
應收票據餘額增加；及3）為更多的在手訂單採購原材料，導致預付賬款餘額
增加。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由2021年12月31日的約人民幣1,094,663千元，增加
約8.3%至2022年6月30日的約人民幣1,185,580千元，主要由於為大幅增長的在手
訂單採購原材料，導致貿易應付款項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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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負債

本集團合同負債由2021年12月31日的約人民幣2,171,901千元，增加人民幣約
21.2%至2022年6月30日的約人民幣2,633,074千元，主要由於新簽訂的銷售訂單
大幅增加，若干大額訂單預收款比例較高。

流動性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由2021年12月31日的約人民幣1,548,875千元減少
約人民幣65,330千元至2022年6月30日的約人民幣1,483,545千元，減少約4.2%。
本集團在保證流動性的前提下用閒置資金購買了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發行的短期理財產品，於2022
年6月30日未到期的理財產品金額約人民幣217,620千元。

本集團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由人民幣、美元、歐元、港幣和日元組成，
為緩解外匯匯率波動的影響，本集團主要採用外匯遠期合約對沖日常業務營
運中的外匯風險。

本集團流動資金主要來源於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股份發售所得款項以及借款。
流動資金需求主要包括業務營運資金，以及資本開支所需款項。

本集團利用銀行授信額度及計息借款維持資金的靈活彈性，並定期監控目前
及預期的流動資金需求以保證充足的財務資源來滿足流動資金需求。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授信總額為人民幣550,000千元、110,000千
美元、300,000千瑞典克朗、93,000千港幣及19,400,000千日元（約相當於人民幣
2,517,676千元），已動用銀行授信約為人民幣1,133,727千元、63,449千美元、
93,000千港幣、127,123千日元及7,994千歐元（約相當於人民幣1,702,696千元），
而未動用銀行授信約相當於人民幣814,980千元。

借款及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借款總額由2021年12月31日的約人民幣370,002千元增加至2022年6月30日
的約人民幣427,039千元，增加主要是借入銀行借款支付工程建設所需部分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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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6月30日，所有借款均為固定利率。其中以人民幣計值的借款約為人
民幣347,506千元，將於1年內到期；以港幣計值的借款約為人民幣79,533千元，
將於3年內到期。

資本負債比率按計息借款除以權益總額計算，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由2021年
12月31日的約18.4%減少至2022年6月30日的約17.9%，主要是本集團報告期內盈
利使儲備增加所致。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或然負債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發行股本證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股本證券（包括可轉換為股
本證券的證券）以換取現金。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於2022年1月17日，本集團於中國新設附屬公司上海森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森
松生物科技」），其主營業務為生物技術研發及相關專用設備的製造和銷售。於
2022年6月30日，森松生物科技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00萬元，本公司間接持
有森松生物科技的72.25%股權及控制權。

為推進國際化戰略、拓展北美市場，於2022年2月28日，本集團與森松ホール
ディングス株式會社（前稱為森松工業株式會社）訂立股份收購協議，向其收購
Morimatsu Houston全部已發行普通股，總對價為1,295千美元。有關進一步詳情，
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2月28日的公告。

於2022年5月24日，本集團於中國新設附屬公司上海森眾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森
眾生物技術」），其主營業務為生物技術諮詢和服務，以及相關製品的生產和銷
售。於2022年6月30日，森眾生物技術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4,130萬元，本公司
間接持有59.32%股權並持有森眾生物技術的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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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報告期內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亦無任何重大附屬公
司收購或出售事項。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有
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於2022年7月11日，本集團的附屬公司森松重工與另外三名投資者在中國共同
成立上海森聯微通工業裝備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微通道反應器的研發。該公司
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萬元，本公司間接持有36%股權。

企業管治守則

於整個中期期間，本公司已採用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
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成功上市後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認彼等於中期期間
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現由一名非執行董事松久晃基先生及兩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遠秀女士及菅野真一郎先生組成。本集團於中期期間的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股息

董事並未建議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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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中期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承董事會命
森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西松江英

香港，2022年8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西松江英先生、平澤準悟先生、湯衛華先生、盛曄先生及川島宏
貴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松久晃基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遠秀女士、菅野真一郎先生及
于建國先生。

本公告可於本公司網站www.morimatsu-online.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