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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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AI-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台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0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台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
據。此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並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3,495,626 1,735,698

銷售成本  (3,377,853) (1,708,241)
   

毛利  117,773 27,457

其他收入  5,916 11,968

其他淨收入╱（虧損） 5 2,198 (3,150)

分銷成本  (19,369) (9,057)

行政費用  (24,630) (19,082)

其他經營開支  (4,114) (4,112)
   

經營溢利  77,774 4,024

融資成本 6(i) (30,002) (28,105)

應佔聯營公司收益╱（虧損）  194 (2,300)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47,966 (26,381)

所得稅 7 (440) (1,767)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
　溢利╱（虧損）  47,526 (2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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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其他綜合收益（除稅後）
 換算公司於中國境外財務報表的匯兌差異  499 37

現金流量套期：
　套期儲備淨變動數  8,046 36,217
   

本期間綜合全面收益歸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總額  56,071 8,106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人民幣元） 9 0.0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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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16,666 428,014

租賃預付款  30,927 31,346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8,944 18,750

遞延稅項資產  34,030 26,081
   

  500,567 504,191
   

流動資產
存貨  265,633 211,47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1,396,083 1,085,762

衍生金融工具  17,289 5,712

質押存款  279,483 284,494

定期存款  429,583 245,78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5,949 287,268
   

  2,664,020 2,120,493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82,112 1,000,977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 1,184,828 986,302

衍生金融工具  6,744 6,387

應付╱（預交）所得稅  2,530 (1,284)
   

  2,476,214 1,992,382
   

流動資產淨值  187,806 128,11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88,373 632,302
   

資產淨值  688,373 632,30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962 5,962

儲備  682,411 626,340
   

權益總額  688,373 63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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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以人民幣列示）

台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 22章公司法
（一九六一年法例三，以經綜合及修訂者為准）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1. 編制基準

此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之使用披露規定編制，其中包括遵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發布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

本中期財務資料已按照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預期將於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
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有關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 2。

編制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
影響政策之應用及以本年累計為基準計算之經呈報資產於負債、收入及支出之金額。實際業績可能與估計金額
有所出入。

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之詮釋性附註。該等附註包括對解釋本集團自刊發二零零九年年
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出現之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
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財務報表所須載列的一切資料。

有關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並載入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前期呈報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
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惟摘錄自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可在本公司
於香港之主要營業地點查閱。核數師已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刊發之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內已對該等財
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布一項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一系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新訂詮釋，該等新
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現時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以下準則與本集團的財
務報表相關：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業務合併」

•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

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仍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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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因為該等修訂與本集團經已採納之政策
一致。其他修訂已導致會計政策變動，但該等變動未有對本期間或比較期間帶來重大影響，原因如下：

• 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之大多數修訂尚未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帶來重大影響，因
為該等變動將於本集團訂立有關交易（例如，業務合併或出售附屬公司）時首次生效且無需重列該等先前交
易所錄得之金額。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涉及確認受投資公司之遞延稅項資產）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
（涉及將超出非控股權益所佔股權之虧損分配至非控股權益（前稱少數股東權益））並無重大影響，因為無需
重列以往期間所錄得之金額，且本期間並無產生有關遞延稅項資產或虧損。

有關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進一步詳情如下：

• 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後，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進行之業務合併將根
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所載之新規定及詳細指引予以確認，其中包括以下會計政策
變動：

– 本集團因業務合併產生之交易成本，如中介人佣金、法律費用、盡職審查費及其他專業和顧問費，將
於產生時列支，而先前該等費用均列作業務合併成本之一部分，因此影響了已確認商譽之金額。

– 倘本集團於緊接獲得控制權之前持有受投資公司之權益，該等權益將視作猶如按獲得控制權日期之公
平值出售及重新收購。以往，會應用累進法，據此商譽猶如於每個收購階段累積計算。

– 或然代價將按收購日期之公平值計量。任何其後計量該或然代價之變動將於損益賬內確認，但如於收
購日期起 12個月內，該等變動乃因獲得有關於收購日期所存在事實及情況之額外資料而產生，則將會
確認為業務合併之調整。以往，或然代價僅當很可能支付或然代價且能可靠計量時方會於收購日期確
認。所有其後計量或然代價之變動及其結算變動，以往確認為業務合併成本之調整，因此影響了已確
認商譽之金額。

– 倘於收購日期受投資公司有累積稅項虧損或其他暫時可扣減差額，且未有符合遞延稅項資產之確認標
準，則其後該等資產將於損益賬內確認，而非像以往確認為商譽之調整。

– 本集團現有政策乃按非控股權益分佔受投資公司可識別資產淨值之比例，計量於受投資公司之非控股
權益（前稱「少數股東權益」），除此之外，日後本集團可選擇按逐項交易基準以公平值計量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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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之過渡條文，該等新訂會計政策將預先應用予本期間或未
來期間之任何業務合併。有關確認遞延稅項資產變動之新政策亦將預先應用予以往業務合併中所取得之累
積稅項虧損及其他暫時可扣減差額。並無對收購日期為於應用此項經修訂準則之前的業務合併所產生之資
產及負債之賬面值作出調整。

• 於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後，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應用以下政策變動：

– 倘本集團收購非全資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該交易將列作與身為擁有人之權益股東（非控股權益）之交
易，因此並無商譽將會因該等交易而予以確認。同樣地，倘集團出售其於附屬公司之部分權益但仍保
留控制權，則該交易亦將列作與身為擁有人之權益股東（非控股權益）之交易，因此並無損益將會因該
等交易而予以確認。以往，本集團將該等交易分別視作累進交易及部分出售。

– 倘本集團失去某間附屬公司之控制權，該交易將列作出售該附屬公司之全部權益，而本集團保留之任
何餘下權益按公平值確認（猶如重新收購）。此外，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後，倘於結
算日本集團有意出售某間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則於該附屬公司之全部權益將分類為持作出售（假設符
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之持作出售標準），而不論本集團將保留之權益水平。以往，該等交易視作
部分出售。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之過渡條文，該等新會計政策將預先應用予本期間或未來期間之交易，因此以往
期間未予重列。

• 為與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一致，及因應國際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1號（修訂本）「於合營公司之權益」，自二零一零年一
月一日起應用以下政策：

– 倘本集團於緊接獲得重大影響力或共同控制之前持有受投資公司之權益，則該等權益將視作猶如按獲
得重大影響力或共同控制日期之公平值出售及重新收購。以往，會應用累進法，據此商譽猶如於每個
收購階段累積計算。

– 倘本集團失去重大影響力或共同控制，該交易將列作出售該受投資公司之全部權益，而任何餘下權益
按公平值確認（猶如重新收購）。以往，該等交易視作部分出售。

為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之過渡條文，該等新會計政策將預先應用予本期間或
未來期間之交易，因此以往期間未予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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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之會計政策變動如下：

• 於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後，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非全資附屬公司產生之任何虧損將按
於該實體所佔之權益比例，於控股權益與非控股權益之間分配，即使此會導致於綜合權益內非控股權益應
佔之虧絀結餘。以往，倘虧損分配至非控股權益導致虧絀結餘，該等虧損僅當非控股權益有約束力責任彌
補該等虧損時方會分配至非控股權益。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27號之過渡條文，該新會計政策乃預先應用，
因此以往期間未予重列。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根據業務系列（產品及服務）劃分其分部管理之業務。於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營運分部時，
本集團按照符合向董事會提供用於資源配置及評估表現之內部資料匯報方式，識辨以下兩個須報告分部。本集
團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下列須報告分部。

• 裸銅線：此分部提供裸銅線之制造與銷售以及裸銅線加工服務。

• 電磁線：此分部提供電磁線之製造與銷售服務。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料已按照符合董事會用於評估分部間資源配置之資料而編製。就此而言，董事會按以下基準監控各
須報告分部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全部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聯營收益、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企業資產除外。分
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生產及營銷活動應佔之應付賬款及票據與應計費用，以及分部直接管理之銀行貸款。

收益及開支乃參照分部產生之銷售及開支或因分部應佔之資產折舊或攤銷，分配至各須報告分部。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衡量指標為「經調整稅前溢利」。在計算經調整稅前溢利時，本集團之盈利會就並無明
確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聯營公司股份凈收益，董事及核數師酬金及其他總辦事處及企業行政成本）作進
一步調整。分部間銷售定價根據外部相似訂單價格確定。

由於超過 90%的銷售額在大陸市場產生，因此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分析及對分部資產與新增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分析並未按經營區域呈列。

就本集團須報告分部向董事會所提供用於資源配置及評估分部表現之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資料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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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裸銅線 電磁線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2,514,616 981,010 3,495,626

分部間收益 873,024 - 873,024
   

須報告分部收益 3,387,640 981,010 4,368,650
   

須報告分部溢利
　（經調整除稅前溢利） 15,861 34,727 50,588
   

須報告分部資產 2,617,409 1,357,110 3,974,519

須報告分部負債 2,416,822 1,014,023 3,430,845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裸銅線 電磁線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1,265,658 470,040 1,735,698

分部間收益 382,846 – 382,846
   

須報告分部收益 1,648,504 470,040 2,118,544
   

須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 790 (25,167) (24,377)
   

須報告分部資產 2,002,853 1,083,902 3,086,755

須報告分部負債 1,798,579 795,867 2,594,446

(b) 須報告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帳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報告分部收益 4,368,650 2,118,544

分部間收入抵銷 (873,024) (382,846)
  

合併營業額 3,495,626 1,73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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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50,588 (24,377)

分部間溢利抵銷 350 1,278
  

來自本集團外界客戶及共同控制實體須報告分部溢利 50,938 (23,09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去虧損 194 (2,300)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3,166) (982)
  

合併除稅前溢利╱（虧損） 47,966 (26,381)
  

折舊及攤銷 14,855 14,910

融資成本 26,677 25,978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報告分部資產 3,974,519 3,001,537

分部間應收款項抵銷 (958,364) (457,104)
  

 3,016,155 2,544,433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8,944 18,750

遞延稅項資產 34,030 26,081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 95,458 35,420
  

總計 3,164,587 2,624,68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報告分部負債 3,430,845 2,449,448

分部間應付款項抵銷 (958,364) (457,104)
  

 2,472,481 1,992,344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 3,733 38
  

總計 2,476,214 1,99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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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裸銅線和電磁線的生產銷售以及提供加工服務。

確認本期收益的各主要收益類別的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裸銅線銷售 2,507,189 1,279,338

電磁線銷售 981,010 442,703

加工服務 7,427 13,657
  

 3,495,626 1,735,698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經營活動。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客戶出售了
大量需要進一步加工的產品，這些產品最終銷往海外國家。

5. 其他淨收入╱（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收益╱（損失） 237 (5,950)

廢料銷售收益 764 435

處置物業、廠房和設備的虧損 (12) (13)

衍生金融工具的淨收益
　－遠期外匯合約 1,209 2,378
  

 2,198 (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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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虧損）

扣除以下支出後得到稅前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i) 融資成本
利息費用 26,677 25,978

信用證手續費 3,325 2,127
  

借款成本合計 30,002 28,10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ii) 人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3,048 15,36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47 1,215
  

 24,295 16,58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iii)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3,296,866 1,708,241

折舊 14,449 14,540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419 418

物業經營租賃 369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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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所得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中國所得稅
本期撥備 6,655 –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產生 (6,215) 1,767
  

 440 1,767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規則及條例，本公司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維京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於本期沒有香港利得稅撥備，因為本集團並無賺取任何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收入。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根據企業所得稅法以中國境內各獨立子公司的依法應課稅收入而定。

根據新稅法和國稅法（「2007」）39號「國務院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台一江銅（廣州）有限公
司（「台一江銅」）和台一銅業（廣州）有限公司（「台一銅業」）的適用所得稅稅率將在五年內由 15%增加到 25%，其
過度稅率分別為二零零八年 18%，二零零九年 20%，二零一零年 22%，二零一一年 24%，自二零一二年起 25%。

這些稅率用作計量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

按照從有關的中國稅務當局獲得的批復，台一江銅和台一銅業作為位於經濟技術開發區內的生產性企業，享受
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減按1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並且自首個獲利年度起（於彌補累計虧損之後），第一
年和第二年免繳中國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減半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該稅收優惠期在二零零九年結束。

於二零零八年台一江銅和台一銅業完成了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所得稅重新申報工作，台一銅業的第一個獲
利年度由原二零零四年被當地稅務當局重新認定為二零零五年，而台一江銅的第一個獲利年度仍為二零零五
年。因此，台一江銅和台一銅業于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六年免繳中國企業所得稅，隨後三年均獲中國企業所得
稅減半優惠即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和二零零九年分別適用 7.5%、9%及 10%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

8. 股利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未宣告或分派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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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是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47,526,000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人民幣 28,148,000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596,158,000普
通股（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96,158,000）而計算。

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722,012 525,526

應收票據  151,318 120,849
  

 (i) 873,330 646,375

予供應商的保證金及預付款  456,910 373,488

其他應收款  38,588 33,565

衍生金融工具保證金  27,255 32,334
  

  1,396,083 1,085,762
  

估計所有的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能在一年內收回。

(i)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賬款和應收票據（扣除呆壞賬減值虧損）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一個月以內 489,061 357,559

超過一個月但於三個月以內 321,753 213,799

超過三個月但於一年以內 60,335 55,316

超過一年但於兩年以內 11,425 23,793

超過兩年 28,010 33,162
  

 910,584 683,629

減：壞賬減值虧損 (37,254) (37,254)
  

 873,330 646,375
  

在本期內，裸銅線客戶與電磁線客戶有不同的信貸期。裸銅線客戶通常須在發貨前或每月底全額付款。電
磁線客戶的信貸期為 30到 60天。本集團根據各個客戶與本集團的關係，信用狀況和歷史紀錄提供不同的信
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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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i) 849,651 542,603

應付票據 (ii) 244,313 400,109
  

  1,093,964 942,712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77,900 48,715

其他應付稅款  12,964 (5,125)
  

  1,184,828 986,302
  

估計所有的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會在一年內支付。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和應付票據，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三個月以內到期或即期 983,168 796,643

三個月以後六個月以內到期 108,422 145,225

六個月以後一年以內到期 1,866 111

一年以後二年以內到期 29 127

兩年以後到期 479 606
  

 1,093,964 942,712
  

(i)  某些質押存款被質押予銀行以簽發支付應付賬款之信用證。

(ii)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帳面價值為人民幣 151,046,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57,977,000元）的機器、設備及工具被抵押予銀行以簽發應付票據。

12. 期後事項

在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Winsino Inves tments L imi ted（「買方」），與Advance Mode 

Limited（「賣方」），和盧啟邦先生（「賣方擔保人」）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買方有條件同意以總代價9千6百萬港元
購買亮暉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及該公司的人民幣 6千萬元全部股東貸款，代價將由買方通過發行本金
額為 9千 6百萬港元的承兌票據支付。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四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買賣協議及
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之決議案獲股東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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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為人民幣 3,495,626,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35,698,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01.40%。本集團收益增長的原因為國
際銅價上漲及市場需求的增長。以英國倫敦交易所平均銅價為例，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英國倫敦交易所平均銅價每噸為美金 7,130元，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噸為美
金 4,045元，每噸增加 3,085元，上漲比例高達 76%。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裸銅線收入錄得人民幣 2,507,189,000元，電磁線收入錄得
人民幣981,010,000元，加工服務的收益錄得人民幣7,427,000元。裸銅線與電磁線收入分別佔本集
團總收入的 71.72%和 28.06%。

毛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為人民幣 117,773,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 27,457,000元），毛利增加約人民幣 90,316,000元。電磁線毛利相較於二零零九年同
期增加約人民幣10,118,000元；裸銅線毛利相較於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84,461,000元。毛
利的增加主要原因為本集團銷售量增長，以致提升獲利水準。

其他淨收入╱（虧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淨收入約人民幣 2,198,000元（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淨虧損人民幣 3,150,000元）。其他淨收益主要歸因於淨匯兌收益人民
幣 237,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淨匯兌損失人民幣 5,950,000元）。另本集團採
用遠期外匯合約，管理其由人民幣持續升值而產生的匯兌風險。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錄得遠期外匯合約收益為人民幣 1,209,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人民幣
2,37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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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約人民幣 30,002,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 28,105,000元）增加人民幣 1,897,000元。本集團之融資成本主要為支付信用證之
押匯及短期貸款。於本期間內融資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為 ( i )平均銅價相較於二零零九年同期上漲
超過 76%，使信用證金額相較於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及 (ii)受進出口押匯利率及貸款利率調降所
致。

本期溢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淨溢利金額約人民幣 47,526,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淨虧損約人民幣 28,148,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75,674,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由內部經營活動現金或短期銀行貸款提供。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為人民幣 275,949,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87,268,000

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短期貸款為人民幣 1,282,112,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 1,000,977,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281,135,000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流動比率為 107.58%（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6.43%），淨資本負債率（總借款扣除現金及
現金等值物、定期存款及質押定期存款後除以資產總額乘以 100%之餘額計算）為 9.39%（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9%）。

質押存款主要與購買銅導體發出之信用證及商業票據有關，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為人民幣
279,483,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4,494,000元），減少1.76%。於本期間，質
押存款為銀行要求之保證金作為開立信用證及商業票據擔保。

匯率

本集團收取美元、港幣及人民幣作產品銷售及支付，美元及人民幣作採購原物料支付。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約 60.10%、2.76%及 37.14%分別由美元、港幣及人
民幣計算，本集團的採購約 63%及 37%分別由美元及人民幣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有淨匯兌收益人民幣 237,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淨匯兌損失人民幣
5,950,000元）。

本集團利用銅期貨合約沖減銅價波動的影響，及利用遠期外匯合約沖減匯率波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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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為取得流動資金貸款、本集團部分資產被質押用於簽發信用狀及商業票據。本集團質押之資產淨
值如下：

質押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目的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房屋建築物 85,198 86,485 銀行貸款
土地使用權 30,927 31,346 銀行貸款
質押存款 279,483 284,494 信用證及商業票據
機器、設備及工具 151,046 157,977 信用證及商業票據
  

總數 546,654 560,302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一月進行新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扣除有關上市費用後）約為港幣220,762千
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如下：

 根據招股章程 使用數 餘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通過以下措施擴大本集團產能：
 －升級現有生產設備 18,544 18,544 –

 －獲取新的生產設備或相關業務 136,142 69,517 66,625

償還短期借款 44,000 44,000 –

一般營運資金 22,076 22,076 –
   

合計 220,762 154,137 66,625
   

剩餘款項存放在銀行的短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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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本集團一直秉持審慎的理財政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淨債務與調整後資本比率（總借款加
計已宣告股息扣除現金、現金等價物及抵押定期存款後除以權益總額減已宣告股息之餘額計算）為
105.56%（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88%）。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
除以流動負債）107.58%（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6.43%）。本集團繼續加強收款控管，以
降低賒銷的風險，也確保資金的及時回收。

資本開支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主要用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下表為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
零零九年度的資本開支：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樓宇 – –

機器、設備及工具 902 1,450

沖壓模具及模具 857 1,020

汽車及其他固定資產 238 403

在建工程 1,126 16,711
  

 3,123 19,584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

在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Wins ino Inves tmen t s L imi t ed（「買方」），與
Advance Mode Limited（「賣方」），和盧啟邦先生（「賣方擔保人」）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買方有條
件同意以總代價 9千 6百萬港元購買亮暉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及該公司的人民幣 6千萬
元全部股東貸款，代價將由買方通過發行本金額為 9千 6百萬港元的承兌票據支付。於二零一零年
七月十四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之決議案獲股東
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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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 978位全職僱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22人）。本
集團之薪酬及福利政策自本期間以來並無重大轉變。僱員之薪資待遇按照僱員的工作表現，經驗
由各人在集團的職位、職務及職責及現行市場情況決定。同時，本集團繼續遵守中國當地政府的
國家管理社會福利計劃，向其中國僱員提供退休、醫療、工傷、失業及產假等福利。

本集團執行董事的薪資待遇是由董事會根據其平常的職務職責以及市場水準決定。薪酬委員會的
提案由董事會審核以保證其符合執行董事的薪資待遇。

承擔

(a)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於綜合財務報表日尚未支付的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惟未做撥備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162 –
  

(b)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有關物業的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下的最低租金付款總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以內 319 620

一年以上至兩年 67 9

兩年以上至三年 4 2
  

 390 631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經營租賃租用若干物業，該等租賃不包括或
有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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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無重大或有負債存在（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
的上市證券。

業務回顧

裸銅線及電磁線銷售均獲成長

本年度上半年受各國積極財政措施刺激及銅價回升與市場需求量增加之影響，銷售量部分，裸銅
線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量 49,828噸（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2,038

噸），增加 7,790噸；電磁線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量 17,714噸（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1,251噸），增加 6,463噸。而裸銅線的加工服務量由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 19,433噸減少 5,570噸，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3,863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錄得人民幣 3,495,626,000元（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35,698,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01.40%。本集團收入增加主要因
裸銅線及電磁線的銷售量較去年同期增加 26.75%外，主要為二零一零年國際銅價較高所致。以英
國倫敦交易所平均銅價為例，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英國倫敦交易所平均銅價每噸為
美金7,130元，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噸為美金4,045元，每噸增加3,085元，上漲
比例高達 76%。

銅板加工成本提高，委託加工量下滑

本集團上半年之裸銅線委託加工業務因受到得到銅板加工成本提高的影響，客戶多轉向直接採購
較低加工成本的銅杆。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委託加工銷售量為 13,863噸，較去年同期
減少 5,570噸，加工收入亦從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3,657,000元，減少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7,4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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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為維持本集團持續發展，下列未來計劃將繼續執行：

內銷市場行銷提升計畫

本集團將充分掌握中國內需的成長及國際市場的恢復，抓住市場機遇，強化內銷市場行銷管理，
開發新客戶，擴大銷售業績，以提升集團的競爭力。本集團亦將進一步與汽車用電磁線客戶以及
耐高頻電磁線之優質國際性大客戶開展緊密合作。

新產品開發計劃

為提升本集團的獲利能力，本集團積極開發裸銅線下游高附加價值產品，透過品質優良的裸銅線
及精密的加工技術，開發出符合客戶需求的綠能產業的相關產品，以達市場的未來需求。

生產管理及人力品質提升計畫

本集團在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將持續強化生產管理及人力品質以提升生產管理效率，並降低單位人
工成本，從而提升本集團獲利能力，本集團計畫努力推行精益生產計畫，同時，本集團將進一步
加強安全管理、以及節能降耗、環保生產，提升集團整體競爭力。

深化節能降耗工作

本集團將持續進行設備改造的專案，努力推進節能降耗方面的工作，以期能更深入開展此方面的
專案。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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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在向全體董
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已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之標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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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中的守則條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由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蔡揚宗先生（當主席）、鄭洋一先生、康榮寶先
生、金山敦先生及顏鳴鶴先生所組成。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台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正朗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為黃正朗先生（主席）、林其達先生（行政總裁）、黃國
峰先生及杜季庭先生，以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康榮寶先生、鄭洋一先生、蔡揚宗先生、顏
鳴鶴及金山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