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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G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1899）））） 

 

截至二零零截至二零零截至二零零截至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百萬元人民弊百萬元人民弊百萬元人民弊百萬元人民弊  百萬元人民弊  增長增長增長增長(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收益          3,488.5    2,778.1  +25.6 
毛利  920.8  701.9  +31.2 
毛利率 
EBITDA (附註) 

 26.4% 
931.4 

 25.3% 
707.3 

 +1.1個百分點 
+31.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418.2  345.4  +21.1 
每股盈利 – 基本(人民幣分)  
每股盈利 – 攤薄(人民幣分)  
建議每股股息(港仙) 

 30.17 
25.39 

8.0 

 25.97 
16.05 

6.0 

 +16.2 
+58.2 
+33.3 

 
附註:按未計融資成本、所得稅開支、拆舊、攤銷、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溢利及撤銷註冊附屬公司的收益前的年度

溢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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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截至二零零截至二零零截至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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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4 3,488,518 2,778,061 
銷售成本  (2,567,757) (2,076,112) 
  －－－－－－－－－－－－－－－－－－－－－－－－－－－－－－－－－－－－－－－－－－－－－－－－－－－－－－－－ －－－－－－－－－－－－－－ 

毛利  920,761 701,949 
其他收入 5 68,920 102,628 
政府津貼  65,840 11,28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39,488) (102,128) 
行政開支  (212,175) (187,489) 
融資成本 6 (103,808) (89,743)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溢利 
撤銷註冊附屬公司的收益 

 24,903 
3,398 

76,915 
— 

  －－－－－－－－－－－－－－－－－－－－－－－－－－－－－－－－－－－－－－－－－－－－－－－－－－－－－－－－ －－－－－－－－－－－－－－ 

除稅前溢利  628,351 513,414 
所得稅開支 7 (85,953) (64,593) 
  －－－－－－－－－－－－－－－－－－－－－－－－－－－－－－－－－－－－－－－－－－－－－－－－－－－－－－－－ －－－－－－－－－－－－－－ 

年度溢利 8 542,398 448,821 
  ======================== =======================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18,219 345,412 
少數股東  124,179 103,409 

  －－－－－－－－－－－－－－－－－－－－－－－－－－－－－－－－－－－－－－－－－－－－－－－－－－－－－－－－ －－－－－－－－－－－－－－ 

  542,398 448,821 
  ======================== =======================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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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派股息  74,043 50,305 
  ======================== ======================= 

建議股息  97,754 74,043 
  ======================== ======================= 

 
每股盈利 

 
10 

  

基本(人民幣分）  30.17 25.97 
  ======================== ======================= 

攤薄(人民幣分)  25.39 16.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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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於二零零於二零零於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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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及負債及負債及負債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75,489 2,074,219 
預付土地租賃開支  179,524 115,298 
可供出售投資 
遞延稅項資產 

 98,585 
12,605 

500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訂金  11,870 190,294 
  －－－－－－－－－－－－－－－－－－－－－－－－－－－－－－－－－－－－－－－－－－－－－－－－－－－－－－－－－－－－－－－－－－－－－－－－－－－－－－－－ －－－－－－－－－－－－－－－－－－－ 

  2,878,073 2,380,311 
  －－－－－－－－－－－－－－－－－－－－－－－－－－－－－－－－－－－－－－－－－－－－－－－－－－－－－－－－－－－－－－－－－－－－－－－－－－－－－－－－ －－－－－－－－－－－－－－－－－－－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開支  3,858 2,487 
存貨  510,985 288,724 
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565,652 1,642,559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880 42,676 
銀行結餘及現金  445,971 947,356 
  －－－－－－－－－－－－－－－－－－－－－－－－－－－－－－－－－－－－－－－－－－－－－－－－－－－－－－－－－－－－－－－－－－－－－－－－－－－－－－－－ －－－－－－－－－－－－－－－－－－－ 

  2,560,346 2,923,802 
  －－－－－－－－－－－－－－－－－－－－－－－－－－－－－－－－－－－－－－－－－－－－－－－－－－－－－－－－－－－－－－－－－－－－－－－－－－－－－－－－ －－－－－－－－－－－－－－－－－－－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472,614 500,142 
應付董事款項  48 335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827 2,844 
應付少數股東款項 
政府津貼 

 1,718 
900 

— 
— 

應付稅項  45,738 48,128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1,117,739 1,201,720 
可換股債券  41,561 237,083 
  －－－－－－－－－－－－－－－－－－－－－－－－－－－－－－－－－－－－－－－－－－－－－－－－－－－－－－－－－－－－－－－－－－－－－－－－－－－－－－－－ －－－－－－－－－－－－－－－－－－－ 

  1,681,145 1,990,252 
  －－－－－－－－－－－－－－－－－－－－－－－－－－－－－－－－－－－－－－－－－－－－－－－－－－－－－－－－－－－－－－－－－－－－－－－－－－－－－－－－ －－－－－－－－－－－－－－－－－－－ 

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  879,201 933,550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757,274 3,313,861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政府津貼  — 24,900 
  －－－－－－－－－－－－－－－－－－－－－－－－－－－－－－－－－－－－－－－－－－－－－－－－－－－－－－－－－－－－－－－－－－－－－－－－－－－－－－－－ －－－－－－－－－－－－－－－－－－－ 

資產淨額資產淨額資產淨額資產淨額  3,757,274 3,288,961 
  ========================= ======================== 

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139,091 139,091 
儲備  2,746,508 2,402,332 
  －－－－－－－－－－－－－－－－－－－－－－－－－－－－－－－－－－－－－－－－－－－－－－－－－－－－－－－－－－－－－－－－－－－－－－－－－－－－－－－－ －－－－－－－－－－－－－－－－－－－ 

  2,885,599 2,541,423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871,675 747,538 
  －－－－－－－－－－－－－－－－－－－－－－－－－－－－－－－－－－－－－－－－－－－－－－－－－－－－－－－－－－－－－－－－－－－－－－－－－－－－－－－－ －－－－－－－－－－－－－－－－－－－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3,757,274 3,288,9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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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本公司為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九日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Grand Cayman KY1-1111,Cayman Islands，其業務主要經營地點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江蘇省興化市。 

 

  綜合財務報表以亦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功能貨幣的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而本集團從事生產及銷售子午輪胎鋼簾線及胎圈鋼絲。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採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採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採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並已生

效的修訂與詮釋（「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資產的重新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1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集團及庫存

股份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2號    服務特許權安排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4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界定福利資產的

限額、最低資金要求及其相互關係 
 
採用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現時或過往會計期間已編撰及呈列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

響。因此，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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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1 
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2 
國際會計準則第 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2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綜合及單獨財務報表 3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號及第 1號（修訂本）   可贖回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的義務 2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  的投資成本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注銷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的改進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部 2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號    內嵌式衍生工具 4 
 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13號    客戶忠誠度計畫 5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5號    房地產建築協議 2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6號    對沖於海外經營的投資淨額 6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7號    分派非現金資產予擁有人 3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8號    自客戶處轉讓資產 7 

 
1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本自二零

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除外 
2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自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後結束的年度期間生效 
5 自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6 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7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轉讓時生效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其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首個年報期開始之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的會計處理。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會

影響有關於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所擁有權益的變動的會計處理。本公司董事（「董事」）預期應

用該等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法編撰，惟若干財務工具以公平值計量則除外。 

 

綜合財務報表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編撰。此外，綜合財務報表

包括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的相關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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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收益指日常業務中出售子午輪胎鋼簾線及胎圈鋼絲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扣除折扣後的金額。 

 

本集團在中國經營，且本集團絕大部分綜合收益及經營溢利分部均來自子午輪胎鋼簾線及胎圈

鋼絲的生產及銷售，加上客戶絕大部分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業務及經營地區分部和客戶的分

析。 

 
5.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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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銀行結餘及銀行存款所賺取利息收入 19,705 51,941 
銷售廢料 45,510 34,403 
供應商現金折扣 — 11,924 
雜項收入 3,705 4,24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溢利 — 119 
 －－－－－－－－－－－－－－－－－－－－－－－－－－－－－－－－ －－－－－－－ 
 68,920 102,628 
 ============= =========== 

 
6.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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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各項的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 89,986 69,043 
已貼現應收票據 13,822 20,700 
 －－－－－－－－－－－－－－－－－－－－－－－－－－－－－－－－ －－－－－－－ 
 103,808 89,743 
 ============= =========== 

 

7.  所得稅支出所得稅支出所得稅支出所得稅支出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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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本年度 98,558 64,593 
遞延稅項 (12,605) — 
 －－－－－－－－－－－－－－－－－－－－－－－－－－－－－－－－ －－－－－－－ 
 85,953 64,593 
 ============= ============ 
 

本年度稅務開支即中國的所得稅，以集團實體於中國的應課稅收入按當時的稅率 25%（二零零

七年：33%）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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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兩年內本集團並無來自或源自香港的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的其中一個主要附屬公司，江蘇興達鋼

簾線股份有限公司（「江蘇興達」）自首個獲利年度起計獲兩年豁免中國外資企業所得稅，其

後三年則獲減半豁免。江蘇興達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豁免

中國外資企業所得稅，及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獲減半豁免。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根據中國主席令第 63號，中國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

稅法」）。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發出新稅法之實施細則。新稅法與實施細則

使本公司的若干附屬公司從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稅率由 33%變為 25%。 

 

年度稅務開支與綜合收益表的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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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利 628,351 513,414 
 ============= ============= 
   
按 25%（二零零七年：33%）中國稅率計算的稅項 157,088 169,427 
毋須課稅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的稅務影響 (6,226) (25,382)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22,654 15,422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24,225) (11,859) 
稅務優惠／豁免的稅務影響 (58,051) (88,263) 
確認前期未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8,237) - 
未有確認可扣稅臨時差額的稅務影響 - 4,041 
其他 2,950 1,207 
 －－－－－－－－－－－－－－－－－－－－－－－－－－－－－－－－ －－－－－－－ 
年度稅項開支 85,953 64,5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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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度溢利年度溢利年度溢利年度溢利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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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溢利已扣除：   
董事酬金 34,343 29,303 
其他員工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16,134 192,78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本年度 7,195 3,51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331) 

 －－－－－－－－－－－－－－－－－－－－－－－－－－－－－－－－ －－－－－－－ 
員工成本總計 257,672 224,276 
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呆賬撥備 21,826 4,328 
預付土地租賃開支攤銷 2,942 2,485 
核數師酬金 1,818 1,941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567,757 2,076,11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研發開支 

224,592 
10,135 
16,539 

178,612 
— 

20,914 

匯兌虧損淨額 9,289 31,189 
 ============= ============= 

 
9.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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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已付二零零六年末期股息：每股 4.0港仙 — 50,305 
已付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每股 6.0港仙 74,043 — 

 －－－－－－－－－－－－－－－－－－－－－－－－－－－－－－－－ －－－－－－－ 
 74,043 50,305 

 ============= ============= 
 

建議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每股 6.0港仙 
 

— 
 

74,043 

建議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每股 8.0港仙 97,754 — 
 －－－－－－－－－－－－－－－－－－－－－－－－－－－－－－－－ －－－－－－－ 
 97,754 74,043 
 ============= ============= 

 

董事建議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 8.0 港仙（二零零七

年：6.0港仙），須在即將到來的週年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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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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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攤薄普通股潛在影響：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 

418,219 
 

(24,903) 

345,412 
 

(76,915) 

可換股債券匯兌調整 (15,145) (38,083)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盈利 378,171 230,414 
 ============= ============= 
   
 ’000 ’000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86,177 1,329,949 
可換股債券的攤薄普通股的潛在影響 103,147 105,753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489,324 1,435,702 
 ============= ============= 

 
11.  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政策容許其貿易客戶有平均 120天的信貸期。以下為結算日應收賬的賬齡分析：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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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賬   

0至 90天 415,486 706,665 
91至 180天 217,723 115,024 
181至 360天 183,528 98,824 
360天以上 21,768 38,827 

 －－－－－－－－－－－－－－－－－－－－－－－－－－－－－－－－ －－－－－－－ 
 838,505 959,340 
 －－－－－－－－－－－－－－－－－－－－－－－－－－－－－－－－ －－－－－－－ 
應收票據   

0至 90天 298,682 241,199 
91至 180天 247,009 228,733 

 －－－－－－－－－－－－－－－－－－－－－－－－－－－－－－－－ －－－－－－－ 
 545,691 469,9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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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付原材料供應商款項 125,555 137,581 
應收增值稅 10,846 — 
工字輪 2,479 20,381 
購買物業多付之款項 — 29,166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42,696 26,279 
減：呆賬撥備 (120) (120) 
 －－－－－－－－－－－－－－－－－－－－－－－－－－－－－－－－ －－－－－－－ 
 181,456 213,287 
 －－－－－－－－－－－－－－－－－－－－－－－－－－－－－－－－ －－－－－－－ 
 1,565,652 1,642,559 
 ============= ============= 

 
12.  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結算日應付賬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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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賬   

0至 90天 169,379 139,113 
91至 180天 51,311 30,476 
181至 360天 6,971 9,220 
360天以上 1,333 5,686 

 －－－－－－－－－－－－－－－－－－－－－－－－－－－－－－－－ －－－－－－－ 
 228,944 184,495 
 －－－－－－－－－－－－－－－－－－－－－－－－－－－－－－－－ －－－－－－－ 
   
應付增值稅及其他應付稅金 9,555 28,046 
應付員工成本 90,324 100,077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98,997 110,719 
預收客戶款項 631 25,239 
應付員工養老保險金 13,629 13,629 
應付利息 2,288 2,105 
應付電費 17,581 25,777 
其他 10,615 10,055 
 －－－－－－－－－－－－－－－－－－－－－－－－－－－－－－－－ －－－－－－－ 
 243,620 315,647 
 －－－－－－－－－－－－－－－－－－－－－－－－－－－－－－－－ －－－－－－－ 
 472,614 500,1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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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相等於 
  港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 0.10港元股份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000,000 

 
 
 

300,000,000 

 
 
 

301,410 

 ================ ================ ============== 
    
已發行及全數繳足：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1,286,000,000 128,600,000 129,405 
    
因可換股債券而發行股份 121,504,693 12,150,469 11,748 
購回股份 (附註) (21,328,000) (2,132,800) (2,062) 

 --------------------------------------- --------------------------------------- ----------------------------------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86,176,693 

 
 

138,617,669 

 
 

139,091 

 ================ ================ ============= 

附註：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本公司股份合共 21,328,000股股

份，價格界乎於每股 2.40港元至 2.66港元，總代價為 52,496,000元人民幣（扣除各項開支前）。

購回股份已被注銷，而一筆相當於該等股份賬面值 2,062,000元人民幣的金額已從保留盈利轉撥

至股本贖回儲備。而就購回股份支付的溢價則計入保留盈利中。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概況行業概況行業概況行業概況 

 
縱使環球經濟動盪以致中國汽車業增長於二零零八年第四季出現放緩，全年中國汽車市場仍

然保持增長。按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二零零八年中國汽車產量約934萬輛，按年增長5.2%。 

 
年內，中國市場對汽車需求持續旺盛，繼續拉動中國輪胎行業。據中國橡膠工業協會資料顯

示，二零零八年中國輪胎總產量達3.5億條，同比增長6.1%，其中子午輪胎總產量為2.5億條，

同比增長8.7%。於二零零八年底，全國輪胎子午化率達到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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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縱使二零零八年第四季受環球經濟下滑影響，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之總銷售量仍然錄得 7.6%
的增長至 252,300 噸。子午輪胎鋼簾線銷售量同比增長 7.6%至 213,300 噸，佔總銷售量

84.6%（二零零七年：84.6%）；胎圈鋼絲銷售量增加 7.7%至 39,000 噸，佔總銷售量 15.4%
（二零零七年：15.4%）。 
 
年內，毛利較高的貨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仍為本集團盈利貢獻的主要來源，銷售量上升 12.0%
至 181,700 噸；客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銷售量則下降 12.0%至 31,600 噸。貨車用及客車用

子午輪胎鋼簾線的銷售量分別佔子午輪胎鋼簾線總銷售量 85.2%及 14.8%（二零零七年分別

為 81.9%及 18.1%）。 

 
銷售數量銷售數量銷售數量銷售數量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變動 
 噸噸噸噸 噸  
子午輪胎鋼簾線 213,300 198,200 +7.6% 
- 貨車用 181,700 162,300 +12.0% 
- 客車用 31,600 35,900 -12.0% 
胎圈鋼絲 39,000 36,200 +7.7% 
 －－－－－－－－ －－－－－－－－  

總計 252,300 234,400 +7.6% 
 ============= =============  
 
年內，中國運輸業發展穩定，貨車對替換性輪胎的需求持續，因此本集團仍以發展中國貨車

用子午輪胎鋼簾線市場為主力，使本地的子午輪胎鋼簾線銷售量同比上升 6.1%至 208,000
噸，佔子午輪胎鋼簾線銷售量 97.5%（二零零七年：98.9%）；同時本集團繼續開拓海外市場，

新增了 10 名海外客戶，相信未來會進一步增多，有助強化本集團於國際市場的地位。 
 
年內本集團繼續擴充子午輪胎鋼簾線的產能至 283,900 噸，同比增加 19.7%；而胎圈鋼絲的

產能則增加 49.2%至 58,200 噸。二零零八年子午輪胎鋼簾線及胎圈鋼絲的產能使用率分別

為 84%及 77%（二零零七年分別為 84%及 93%）。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產能產能產能產能(噸噸噸噸)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使用率使用率使用率使用率 
二零零七年 

產能(噸) 
二零零七年 

使用率 
 
子午輪胎鋼簾線 

 
283,900 

 
84% 

 
237,100 

 
84% 

胎圈鋼絲 58,200 77% 39,000 93% 

 
為進一步鞏固本集團之市場領導地位，本集團於年內持續開發新產品，包括31種新規格的子

午輪胎鋼簾線及12種新規格的胎圈鋼絲。截至二零零八年年底，本集團可向客戶提供一系列

多元化產品包括114種子午輪胎鋼簾線及42種胎圈鋼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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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全球經濟衰退將無可避免地影響中國市場對輪胎的需求以至二零零九年年初的銷售表現。然

而，藉著更多海外汽車生產商逐漸將基地及外判生產工序轉移到中國、中國輪胎子午化持續

以及中央政府四萬億元人民幣刺激經濟方案，將可抵銷所帶來的不利因素。作為中國其中一

個領先的子午輪胎鋼簾線生產商，本集團將可直接受惠於中國子午輪胎鋼簾線市場的增長及

龐大的發展空間。 

 
本集團可以使用極具競爭力的價格以購買大批量盤條，加上本集團與供應商穩健的關係，本

集團預期可享有更有利的原材料價格及信用條款；配合興達按成本調節價格的靈活措施，本

集團有信心於未來數年能保持穩定的利潤率。此外，本集團緊守著樂觀及謹慎的策略，將會

繼續監督其產能擴充計劃及確定其發展藍圖將與預期的市場需求相符。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致力鞏固於中國的領導者地位及擴大全球市場覆蓋。隨著更多世界輪胎

巨頭使用中國製子午輪胎鋼簾線以達至成本效益，本集團已作充分準備滲入海外市場，並預

期來自海外的銷售將為本集團未來數年收入帶來更大貢獻。在行業於全球急速整合的情況

下，本集團將抓緊機遇增加覆蓋，目標擴大本集團於全球市場的足跡。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本集團收入以產品劃分如下：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比重比重比重比重 二零零七年 比重 變動 
      
子午輪胎鋼簾線 3,197 92% 2,589 93% +608 
- 貨車用 2,797 80% 2,183 78% +614 
- 客車用 400 12% 406 15% -6 
胎圈鋼絲 292 8% 189 7% +103 
 －－－－－－－ －－－－－－－ －－－－－－－ －－－－－－－  
總計 3,489 100% 2,778 100% +711 
 ============= ============= ============= =============  

 

受惠於國內貨車子午輪胎鋼簾線市場的強勁需求，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本集團的總銷售量較二零零七年增加 7.6%至 252,300 噸；加上本集團實行新價格策略，

按盤條價格走勢，適時調整產品平均售價，使本集團總收益增加 25.6%或 710,400,000 元人

民幣至 3,488,500,000 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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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 
 
年內，主要原材料盤條成本比例佔銷售成本的 54.8%（二零零七年：53.1%）。縱使本地盤條

之價格於年內有上升趨勢，其價格依然較海外盤條低，因此本集團繼續主要使用本地盤條以

控制生產成本。由於本集團因應市場情況上調產品平均售價同時亦致力提升成材率，本集團

之毛利率仍錄得 1.1 個百分點的升幅至 26.4%。此外，良好的產品銷售增長及毛利率的上升

使毛利增加 31.2%或 218,900,000 元人民幣至 920,800,000 元人民幣（二零零七年：

701,900,000 元人民幣）。 

 
其他收入及政府津貼其他收入及政府津貼其他收入及政府津貼其他收入及政府津貼 
 
本 集 團 二 零 零 八 年 的 其 他 收 入 較 二 零 零 七 年 的 102,600,000 元 人 民 幣 下 跌 32.8% 或

33,700,000元人民幣至68,900,000元人民幣。其他收入下跌主要由於銀行利息收入下跌，抵

銷了部份廢物原材料銷售之增長。在國家政策支持子午輪胎工業發展的情況下，年內本集團

的政府津貼由二零零七年的11,300,000元人民幣顯著增加482.3%或54,500,000元人民幣至

65,800,000元人民幣。政府津貼增加主要由於來自中國興化市市政府對集團技術改良的鼓勵

津貼增加所致。 
 
經營開支經營開支經營開支經營開支 
 
本集團二零零八年的銷售及分銷開支較二零零七年的102,100,000元人民幣上升36.6%或

37,400,000元人民幣至139,500,000元人民幣。增幅主要由於集團的收益上升，令運輸開支

和支付予按表現衡量報酬的銷售隊伍的支出相應增加。年內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員工的成本增

加，以及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的減值，使行政開支較二零零七年增加24,700,000元

人民幣。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本集團年內的融資成本較二零零七年的89,700,000元人民幣上升15.7%或14,100,000元人民

幣至103,800,000元人民幣。融資成本上升主要是由於須於一年內全數償還的平均銀行貸款以

及有效利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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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 

 

本集團分別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七日、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及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八日發

行本金額分別為30,400,000美元、19,700,000美元及3,900,000美元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

券」）。該批可換股債券之利率為每年1%，到期日為發行日起計三年(可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

款而予以延期)。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及39號，公司發行的可換股債券須以公平值列賬，

公平值需於每階段完結前由獨立評估師計算。可換股債券的公平值在利用布萊克-舒爾斯定價

模型計算後得出，該定價模型包含多種可變數，包括有關本公司股票的收市價、市場對股價

產生的變動及可換股債券的到期日等。 

 
二零零八年本集團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溢利為24,900,000元人民幣，較二零零七年財政年

度的的76,900,000元人民幣下跌52,000,000元人民幣。二零零八年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溢

利主要是由於本公司股價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日期為二零零七年最後一個交易

日）的每股1.91港元下跌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收市價每股0.74港元。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為86,000,000元人民幣，有效稅率13.7%。本集團之有效稅率由二零零

七年的12.6%，同比上升了1.1個百分點，有效稅率上升主要由於其中一間主要附屬公司的稅

務優惠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期滿所致。 

 
純利純利純利純利 
 
基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純利較二零零七年的

448,800,000元人民幣上升20.9%或93,600,000元人民幣至542,400,000元人民幣。倘無可換

股債券公平值變動的影響，則二零零八年本集團經調整後純利較二零零七年上升39.2 %或

145,600,000元人民幣至517,500,000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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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溢利及應佔基本溢利之差額對賬報告溢利及應佔基本溢利之差額對賬報告溢利及應佔基本溢利之差額對賬報告溢利及應佔基本溢利之差額對賬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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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溢利 542,398 448,821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的虧損 (24,903) (76,915) 

 －－－－－－－－－－－－－－－－－－－－－－－－－－－－－－－－ －－－－－－－ 
本年度基本溢利 517,495 371,906 
 ============= ============= 
   
應佔年內基本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93,316 268,497 
少數股東 124,179 103,409 

 －－－－－－－－－－－－－－－－－－－－－－－－－－－－－－－－ －－－－－－－ 
 517,495 371,906 
 ============= ============= 
 
附註：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的溢利或虧損是由獨立評估師根據可換股債券公平值的溢利

或虧損而計算得出。可換股債券公平值的溢利從本年度溢利扣除是由於該溢利並非由本

集團經營業務的變動所產生。 

 
流動資金流動資金流動資金流動資金、資本來源資本來源資本來源資本來源及及及及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主要來自經營所得之現金流，而現金主要用作經營成本及擴充產能。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包括銀行定期存款較於二零零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的947,400,000元人民幣，減少501,400,000元人民幣至446,000,000元人民

幣。減少主要由於用予擴充生產能力之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707,400,000元人民幣，以及

償還銀行貸款，支付利息及股息並贖回可換股債劵等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417,300,000元

人民幣，抵銷了來自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淨額623,300,000元人民幣。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借貸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201,700,000

元人民幣減少7.0%或84,000,000元人民幣至1,117,700,000元人民幣。銀行借貸須於資產負

債表日期起一年內償還，年利率介乎4.54%至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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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2,923,800,000元人民幣，減少12.4%或363,500,000元人民幣至2,560,300,000元人民幣。而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負債則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1,990,300,000元人民幣減少15.5%至1,681,100,000元人民幣。本集團流動比率（流動資產

除以流動負債）從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47倍上升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2倍。流動比率的上升主要是由於可換股債券公平值減少。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銀行

貸款及可換股債券總計除以資產總值計算）從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27.1%下降至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21.3%，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銀行借貸及可換股債劵均減少。 

 
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本公司向Tetrad Ventures Pte Ltd（「Tetrad」）及Henda Limited

（「Henda」）發行本金總額為30,400,000美元（約222,100,000元人民幣）的首批可換股債

券 (「首批債券」)。根據調整規定，首批債券可按每股約1.853港元（約1.735元人民幣）兌

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份（「股份」），並於兌換時發行。倘若首批債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六

日前（「首批債券到期日」）未全數被兌換為股份，Tetrad 和 Henda 可能會要求本公司贖

回首批未償還金額的債券。此外，Tetrad及Henda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及二零零六年一月認

購本金總額23,600,000美元（約172,400,000元人民幣）的第二批可換股債券（「第二批債

券」），而第二批債券須分別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及二零零九年一月由Tetrad及Henda償還。

根據調整規定，該第二批可換股債券均可按每股約1.853港元（約1.735元人民幣）兌換。於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三日，Tetrad同意轉讓本金總額約5,300,000美元（約38,400,000元人民幣）

的部份首批債券予Goldman Sachs Strategic Investments (Asia) L.L.C.（「GSSIA」）。 

根據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細則，Henda、Tetrad及GSSIA在若干情況下，包括本公司控制權

非因上市而轉變，均有權要求本公司提早贖回各自的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Tetrad 選擇將本金額約19,900,000美元（約151,100,000元人民幣）之

首批債券兌換為股份，兌換價為每股兌換股份1.853港元。緊隨該批債券兌換後，Tetrad持有

83,628,471股股份，而持有的首批債券及第二批債券未償本金總額分別為204,804美元（約

1,420,000元人民幣）及約19,700,000美元（約134,900,000元人民幣）。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及十二月， Henda選擇將本金4,500,000美元（約32,900,000元人民幣）

的部份首批債券，以及本金總額4,500,000美元之首批債券之全部結餘及第二批Henda債券兌

換為股份，兌換價為每股兌換股份1.853港元。緊隨該批債券兌換後，Henda持有37,876,222

股股份，佔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73%。而Henda已把全部持有的首批債券及

第二批債券全數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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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四月，本公司接獲GSSIA發出之通知，把首批債券條件到期日延長一年至二零

零九年五月六日。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GSSIA並無根據可換股債券行使其

兌換權， 該批未贖回債券之本金額為5,257,058美元（約38,400,000元人民幣）。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本公司接獲Tetrad發出之通知，要求本公司根據首批條件，按贖回金額

230,942美元於到期日來贖回剩餘本金總額為204,804美元(約1,420,000元人民幣）的首批債

券（即首批債券的未償本金總額）。根據首批條件，本公司亦已向Tetrad支付34,169美元(約

240,000元人民幣），即截至及包括到期日首批債券應計所有未向Tetrad支付的利息。待上述

贖回生效後，Tetrad持有83,628,471股股份，而所有被贖回金額為204,804美元之首批債券隨

即予以註銷，而第二批Tetrad持有的債券的未償還本金額將仍為19,666,667美元（約

134,900,000元人民幣），維持不變。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接獲Tetrad發出的通知，要求本公司贖回金額

22,178,781美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二批債劵到期日 )贖回本金總額為

19,666,667美元的第二批債券（即第二批債券的未償本金總額）。根據第二批債券條件，本

公司亦須向Tetrad支付194,511美元，即截至及包括到期日第二批債券應計所有未支付利息。

待上述贖回生效後，Tetrad將持有83,628,471股股份（佔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03%），而所有被贖回第二批債券隨即予以註銷，據此，Tetrad將不再持有本公司發行的

任何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換股債券未償本金額減至 5,257,058 美元。 

 
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銷售及購買均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為結算單位。本集團銷售所得的美元已被悉數使

用作付款之用，故人民幣升值對於本集團營運並無重大影響。除本集團若干銀行存款以港元

結算及可換股債券以美元結算外，本集團所有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列賬，本集團並無面臨

重大外匯風險。年內，匯率之波動並無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資金流通性造成重大負面影響。因

此，本集團期內並無運用任何工具對沖外匯風險。不過，本集團將審慎監察人民幣升值對本

集團的影響，並於適當時考慮採取相關的外匯對沖方案。 
 
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為738,600,000元人

民幣（二零零七年：374,500,000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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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購置已訂約但未有在財務報表中撥備的物業、廠房

及設備的資本承擔為53,800,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七年：307,800,000元人民幣）。於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就已授權但未定約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作出資本承擔。 
 
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為擔保銀行借貸所作出的資產抵押為33,900,000元人

民幣（二零零七年：所抵押的土地使用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淨值約為42,700,000元

人民幣）。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僱用約4,500名全職僱員（二零零七年：約6,500

名），全部駐於中國。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

257,700,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七年：約為224,700,000元人民幣）。僱員薪酬包括薪金及花

紅乃按照員工表現、資歷及能力而厘定，並每年回顧一次。本集團持續為員工提供培訓，以

提升對技術及產品的認識以及對行業品質標準的瞭解。 

 
除支付薪酬之外，本集團透過興達工會向僱員提供多種福利。每年，江蘇興達將員工全年薪

金的2%（「工會費」）捐獻給江蘇興達鋼簾線股份有限公司工會（「興達工會」）以支持其

運作。興達工會運用工會費及從其他途徑獲得的資金向本集團僱員提供各種福利及服務，包

括提供員工宿舍，並可供本集團僱員購買。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江蘇興

達向興達工會捐獻的會費為4,600,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七年：3,700,000元人民幣）。 

 
於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國國務院頒佈社會保險費徵繳暫行條例（「社保條例」）。根

據社保條例，本集團須為各僱員就養老基金、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及失業保險（合稱「社保

基金」）作出供款。本集團的全職僱員由國家管理的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保障，自退休日期起

每月可獲支付退休金。中國政府負責向退休僱員支付退休金，而本集團則按中國興化市規定

的比率每年向退休計劃供款，當到期供款時列為經營開支入賬。根據該計劃，並無任何已沒

收供款可供減少現時的供款水平。除上述的社保基金外，本集團亦有為各級別僱員購買若干

醫療及個人意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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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8 港仙（二零零七年：6 港仙）。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十五日星期一派付。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舉行，大會通告將根據本公司細則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盡快刊發並寄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

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確保獲派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之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批准的建議末期股息，所有填妥的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

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至 1716室。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購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出售或購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出售或購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出售或購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

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為提高股東權益的透明度、問責度及獨立性，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度內已採用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原則及守則條

文，惟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職責應分開且不得由同一人擔任的守則條文第 A.2.1 條除外。 

 

董事會主席劉錦蘭先生全面領導董事會並帶頭確保董事會以本公司最佳利益行事。本公司並無行政總

裁一職，而本集團的日常營運由執行董事之間分配。除主席的職責由其餘五名執行董事分擔外，本公

司已成立行政委員會（由四名執行董事組成），負責釐定、批准及監察本集團資源分配的日常管理，

亦分擔劉錦蘭先生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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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用上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在向全體董事作出詳盡查詢後，本公司並收到董事發出的確認書以確認彼

等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 

 
審閱財務報表審閱財務報表審閱財務報表審閱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財務申報事宜及審閱截至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此外，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並已發出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德勤德勤德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關黃陳方會計師行關黃陳方會計師行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工作範圍工作範圍工作範圍工作範圍 

 

本公佈所載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收益表及有關附註的數字

與本集團年內的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核對一

致。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的工作並非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

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工作準則而進行的保證工作，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就本公佈發表

保證。 

 
刊載業績公佈及年報刊載業績公佈及年報刊載業績公佈及年報刊載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公佈已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irasia.com/listco/hk/xingda/index.htm) 

刊載。年報將於稍後寄予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可供查閱。 

 
致謝致謝致謝致謝 

 

董事會謹此感謝所有僱員的努力及貢獻。同時，董事會亦謹此感謝本集團所有客戶、供應商及股東的

支持。本集團會繼續努力，以於二零零九年取得更輝煌業績。 

 
 承董事會命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錦蘭劉錦蘭劉錦蘭劉錦蘭 

 
中國上海，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劉錦蘭先生、劉祥先生、陶進祥先生、吳興華先生、曹俊勇先生及張宇曉

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魯光明先生、鄔小蕙女士及周明臣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William 

John SHARP 先生及許春華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