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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49）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
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
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它特色
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它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鑑於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在主板
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
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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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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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包括之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
規定而提供有關寧波屹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料，寧波屹東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
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i)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
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ii)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文
件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 (iii)本公佈所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
慮後作出，並建基於公平和合理的基準及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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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營業額約人民幣
2,475,000元及人民幣4,263,000元，分別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加約6.4%及21.8%（二
零一一年：分別為人民幣2,326,000元及人民幣3,499,000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本公司股權持有
人應佔虧損約人民幣5,232,000元及人民幣9,770,000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虧
損收窄約人民幣1,004,000元及人民幣2,952,000元（二零一一年：分別為人民幣
6,236,000元及人民幣12,722,000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每股虧損分別約
人民幣1.05分及人民幣1.96分（二零一一年：未經審核每股虧損人民幣1.25分
及每股虧損人民幣2.5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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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3) 2,475 2,326 4,263 3,499
銷售成本 (2,221) (2,269) (3,527) (3,384)

    

毛利 254 57 736 115
其他收入 18 6,298 317 8,42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80) (586) (307) (748)
行政費用 (7) (4,965) (6,934) (9,758) (14,757)

經營虧損 (4,873) (1,165) (9,012) (6,966)
融資成本 (394) (5,076) (794) (5,762)

    

除稅前虧損 (5,267) (6,241) (9,806) (12,728)

所得稅開支 (4) — — — —
    

期間虧損 (5,267) (6,241) (9,806) (12,728)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232) (6,236) (9,770) (12,722)
少數股東權益 (35) (5) (36) (6)

    

(5,267) (6,241) (9,806) (12,728)
    

每股虧損（分） — 基本 (6) (1.05分 ) (1.25分 ) (1.96分 ) (2.54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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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47 5,579
投資物業 1,210 1,210
預付租賃款 4,720 4,841

      
7,977 11,630

      
流動資產
存貨 3,496 3,127
應收貿易賬款 (8) 2,233 2,15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2,488 11,029
已付預付款 1,939 2,161
預付租賃款 242 242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03 2,205

      
22,501 20,91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9) 50,315 49,59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67,885 65,594
預收款項 4,390 3,280
應付一名前法人股東款項 203,346 202,607
應付董事款項 845 816
應付一名法人股東款項 32,436 28,810
應付股息 4,440 4,440
索償撥備 4,544 4,544
其他借貸 (11) 14,750 14,750
銀行借貸 19,400 20,000

      
402,351 394,437

      
流動負債淨額 (379,850) (373,51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71,873) (361,88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0,000 50,000
儲備 (421,737) (411,78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71,737) (361,789)
非控股權益 (136) (100)

      
(371,873) (36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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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盈餘
公積金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少數
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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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50,000 40,449 24,998 4,320 (453,280) (333,513) — (333,513)

匯兌差額 — — — 931 — 931 — 931

期間虧損 — — — — (12,722) (12,722) (6) (12,728)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50,000 40,449 24,998 5,251 (466,002) (345,304) (6) (345,310)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50,000 40,449 24,998 5,535 (482,771) (361,789) (100) (361,889)
匯兌差額 — — — (178) — (178) — (178)
期間虧損 — — — — (9,770) (9,770) (36) (9,806)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50,000 40,449 24,998 5,357 (492,541) (371,737) (136) (37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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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的現金流入淨額 685 70,684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607 1,700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394) (70,02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 (102) 2,36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205 253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03 2,61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03 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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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合稱「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公佈準則」、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香港
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以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編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
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審閱。

2.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可用於多種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的智能控制器
系統以及裝嵌流動電話的業務。營業額於扣除增值稅後列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銷售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 

  的控制器系統 1,789 1,588 2,923 2,158

 製造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 

  及裝嵌流動電話 686 738 1,340 1,341
    

2,475 2,326 4,263 3,499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 — — —

 其他 18 6,298 317 8,424
    

18 6,298 317 8,424
    

總收入 2,493 8,624 4,580 1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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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
的控制器系統

製造流動電話控制器
系統及裝嵌流動電話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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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2,923 2,158 1,340 1,341 4,263 3,499

分類業績 139 (30) 597 145 736 115

未分配收入 317 8,424

未分配成本 (10,065) (15,505)
  

經營虧損 (9,012) (6,966)

融資成本 (794) (5,762)
  

除稅前虧損 (9,806) (12,728)

稅項 — —
  

除稅後虧損 (9,806) (12,728)

少數股東權益 (36) 6
  

股東應佔虧損 (9,770) (12,722)
  

未分配折舊 3,681 4,568
  

分類資產 19,201 28,529 8,839 89,312 28,040 117,841

未分配資產 2,438 370
  

資產總值 30,478 118,211
  

分類負債 24,209 27,890 347,390 400,205 371,599 428,095

未分配負債 30,752 35,426
  

負債總額 402,351 46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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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計入綜合損益賬的稅項款額指：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
 — 中國所得稅 — — — —

    

稅項支出 — — — —
    

(a)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估計香港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二
零一一年：無）。

(b)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本集團須按所得稅率25%就其應課稅溢利繳納稅項（二零一一年：
25%）。

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6.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乃按照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股東應佔虧損
約 人 民 幣5,232,000元 及 人 民 幣9,770,000元（二 零 一 一 年：人 民 幣6,236,000元 及 人 民 幣
12,722,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500,000,000股（二零一一年：500,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期內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二零
一一年：無）。

7.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主要產生折舊開支約人民幣3,681,000元（二零
一一年：人民幣4,568,000元）；產品的設備測試╱開發費用約人民幣1,194,000元（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2,323,000元）及地稅約人民幣140,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1,452,000元）。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剩餘結餘主要與加緊本公司整體經營的成本控制有關。

8.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2,081 2,099
91日至180日 140 —
181日至365日 12 55

  

2,233 2,154
  

 授予客戶的一般賒賬期為期60日至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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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1,122 738
91日至180日 222 340
181日至365日 205 821
超過365日 48,766 47,697

  

50,315 49,596
  

10. 承擔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已訂約但未撥備 — —
— 已授權但未訂約 — —

  

— —
  

11. 其他借貸

 來自法人股東萬里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借貸為按年利率2.45厘計息之短期貸款。該
借貸乃無抵押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12.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下列若干資產抵押，作為本集團所獲信貸的擔保：

(a) 以本集團若干賬面淨值合共人民幣2,047,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579,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作出的法定抵押

(b) 以本集團若干賬面淨值合共人民幣4,962,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083,000元）的中期租賃土地的預付租賃款作出的法定抵押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與銀行訂立擔保合約，以為授予第三方的銀行信
貸提供擔保（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14.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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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可用於流動電話、電視機及各種消費電
器及電子用品的智能控制器系統及裝嵌流動電話。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開始在製造及銷售流動電話的新策略，惟銷售額仍處於
低水平。如果前景良好且可穩定地繼續發展，即會注入所須資金。

前景

本集團正等待有利可圖之機會出現，以便擴大現時之業務規模。

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4,263,000元，
升幅約21.8%（二零一一年：人民幣3,499,000元），股東應佔虧損約人民幣9,770,000
元，減幅約23.2%（二零一一年：人民幣12,722,000元）。營業額增加之主要原因
為積極進行市場推廣。

毛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整體毛利約人民幣736,000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約人民幣621,000元（二零一一年：毛利人民幣115,000元）。毛利
率上升主要歸因於本年度之成本控制有所改善。生產成本維持於合理水平，
令虧損受到控制至與第一季度相若。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379,850,000元（二
零一一年：人民幣373,519,000元）。

流動資產約人民幣22,501,000元，當中約人民幣2,103,000元為銀行結餘及現金（二
零 一 一 年：人 民 幣2,205,000元）。另 一 方 面，本 集 團 之 流 動 負 債 為 人 民 幣
402,351,000元，主要為應付一名前法人股東之款項以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
費用（二零一一年：人民幣394,437,000元）。

本 集 團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資 本 負 債 比 率 為63.7%（二 零 一 一 年：
61.4%），以銀行借貸總額除資產總值的百分比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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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期內
亦無作出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及支出主要以人民幣結算，
部分採購需以美元支付。本集團以美元結算銷售，藉以調節及平衡未支付的
外匯結餘金額，從而減低匯兌風險。由於現有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為償還貨幣，
因此並不存在外匯結算的重大風險。本集團將不時檢討及監察外匯兌換風險，
於適當時會訂立遠期掉期合約，以對沖有關風險。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酬金成本總額約人民幣2,630,000元（二零
一一年：約人民幣2,950,000元），共僱用123名僱員（二零一一年：209名僱員）。
酬金是經參考市場條款及個別僱員的表現、資格及經驗釐定。僱員可根據個
別表現獲發放酌情花紅，以表揚及嘉獎其貢獻。其他福利包括退休計劃供款。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購買股份的權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行
政人員」）（如有）或監事（「監事」），或其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女，概無獲授予
任何權利購買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下文）的股份，亦無行使任何
該等權利。

權益及淡倉披露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於本
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已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巿規則（「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上市公司董事進行交易的最低標準已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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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好倉

董事╱主要行政
人員╱監事姓名

所持每股面值
人民幣0.10元的內資股
（「內資股」）數目 權益性質

佔同類
別證券概約
持股百分比

佔註冊
資本概約

持股百分比
     
諸國安先生 204,610,230股內資股 

 （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附註 1）

55.30% 40.92%

諸國淡先生 102,289,770股內資股 
 （附註2）

受控法團權益 
 （附註 1）

27.65% 20.46%

亓勇強先生 63,100,000股內資股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7.05% 12.62%

附註：

(1) 萬里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乃由諸國安先生及諸
國淡先生分別實益擁有66.67%及33.33%的權益，因此，諸國安先生及諸國淡先生被視為分
別於204,610,230股股份及102,289,77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本公司註冊資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內資股乃以人民幣認購或入賬列作繳足。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時間，概
無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十八歲的子女）於本公
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股份擁有任何權益，或已獲授或
已行使可認購該等股份的任何權利。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時間，本公
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
持有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股份的好倉

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的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於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獲知會以下主要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
權益。這些權益並無計入上文所披露有關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的權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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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姓名╱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權益性質

佔同類別
證券概約

持股百分比

佔註冊
資本概約

持股百分比
     
萬里控股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306,900,000股
 內資股（附註 2）

實益擁有人 82.95% 61.38%

諸國安 204,610,230股
 內資股（附註 2）

受控法團權益 55.30% 40.92%

諸國淡 102,289,770股
 內資股（附註 2）

受控法團權益 27.65% 20.46%

亓勇強 63,100,000股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17.05% 12.62%

Martin Currie China 
 Hedge Fund Limited

14,245,000股H股
 股份（附註1）

投資經理 10.96% 2.85%

Martin Curri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14,245,000股H股
 股份（附註1）

投資經理 10.96% 2.85%

附註：

(1) 「H股」為本公司註冊資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海外上市外資股，於創業板上市，並
以港元認購及買賣。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
人士（並非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監事）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及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2) 萬里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乃由諸國安先生及諸
國淡先生分別實益擁有66.67%及33.33%的權益，因此，諸國安先生及諸國淡先生被視為分
別於204,610,230股股份及102,289,77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各董事、監事及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
規則）概無於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競爭的任何業務中擁有權益，亦無任何
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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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
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起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建議的指引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及第5.29條所載規定書面訂明其職權範
圍（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經修訂）。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郭劍雄先生（委員會主席）、盧緒安先生、陸祥泰先生及方
敏教授。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
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寧波屹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諸國安

中國寧波，二零一二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諸國安先生
亓勇強先生
朱春榮先生

非執行董事
姜國平先生
鄭新先生
諸國淡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郭劍雄先生
盧緒安先生
陸祥泰先生
方敏教授

本公佈將於其刊發日起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
登載至少7日以及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yidongele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