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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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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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99））））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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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幣幣幣幣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增長增長增長增長(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收益         2,538.4    1,526.8  +66.3 
毛利  815.3  385.1  +111.7 
毛利率 
EBITDA (附註) 

 32.1% 
954.3 

 25.2% 
462.2 

 +6.9百分點 
+106.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476.6  200.8  +137.4 
每股盈利 – 基本(人民幣分)  
每股盈利 – 攤薄(人民幣分)  
 

 34.38 
34.38 

 14.49 
14.40 

 +137.3 
+138.8 

附註:按未計融資成本、所得稅支出、折舊、攤銷及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虧損的期內溢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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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中期中期中期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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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去年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合綜合綜合綜合全面收入表全面收入表全面收入表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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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2,538,370 1,526,756 
銷售成本  (1,723,068) (1,141,619) 
  －－－－－－－－－－－－－－－－－－－－－－－－－－－－－－－－－－－－－－－－－－－－－－－－－－－－－－－－ －－－－－－－－－－－－－－ 

毛利  815,302 385,137 
其他收入  42,691 44,351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收益  186,340 1,941 
政府津貼  7,535 24,867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1,782) (54,097) 
行政開支  (112,802) (53,483) 
其他開支 4 (38,458) (5,596) 
融資成本  (26,675) (31,688)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虧損  — (1,033) 
  －－－－－－－－－－－－－－－－－－－－－－－－－－－－－－－－－－－－－－－－－－－－－－－－－－－－－－－－ －－－－－－－－－－－－－－ 

除稅前溢利  772,151 310,399 
所得稅支出 5 (136,776) (41,080) 
  －－－－－－－－－－－－－－－－－－－－－－－－－－－－－－－－－－－－－－－－－－－－－－－－－－－－－－－－ －－－－－－－－－－－－－－ 

期內溢利 
 
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虧損）收益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重新分類調整 

確認於出售時所轉撥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收益時的遞延稅項負債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已扣除稅項）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6 635,375 
－－－－－－－－－－－－－－－－－－－－－－－－－－－－－－－－－－－－－－－－－－－－－－－－－－－－－－－－ 

 
 
 
 
 
 

 
 

(22,895) 

 
 

(186,340) 
 
 

31,385 
－－－－－－－－－－－－－－ 

 

(177,850) 
－－－－－－－－－－－－－－ 

 
 

457,525 
====================== 

269,319 
－－－－－－－－－－－－－－－－－－－－－－－－－－－－－－－－－－－－－－－－－－－－－－－－－－－－－－－－ 

 
 
 
 
 
 
 
 
 

115,626 

 
 

(1,941) 
 
 
 
 

 
 

— 
－－－－－－－－－－－－－－ 

 

113,685 
－－－－－－－－－－－－－－ 

 
 

383,004 
======================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非控股權益 

  
 

476,581 

 

158,794 
－－－－－－－－－－－－－－－－－－－－－－－－－－－－－－－－－－－－－－－－－－－－－－－－－－－－－－－－ 

635,375 

 
 

200,795 

 

68,524 
－－－－－－－－－－－－－－ 

269,3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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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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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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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非控股權益 

 
 
 

  
 

 
 

352,904 
104,621 

－－－－－－－－－－－－－－－－－－－－－－－－－－－－－－－－－－－－－－－－－－－－－－－－－－－－－－－－ 
45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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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480 
68,524 

－－－－－－－－－－－－－－－－－－－－－－－－－－－－－－－－－－－－－－－－－－－－－－－－－－－－－－－－ 
38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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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盈利 8   
基本(人民幣分)  34.38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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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薄(人民幣分)  34.38 14.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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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零零零零年六月三十年六月三十年六月三十年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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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3,355 3,187,656 
預付土地租賃開支  250,549 232,034 
投資物業  122,000 119,300 
可供出售投資  — 307,32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訂金  12,941 125,242 
遞延稅項資產  14,263 — 
  －－－－－－－－－－－－－－－－－－－－－－－－－－－－－－－－－－－－－－－－－－－－－－－－－－－－－－－－－－－－－－－－－－－－－－－－－－－－－－－－ －－－－－－－－－－－－－－－－－－－－ 

  3,913,108 3,971,552 
  －－－－－－－－－－－－－－－－－－－－－－－－－－－－－－－－－－－－－－－－－－－－－－－－－－－－－－－－－－－－－－－－－－－－－－－－－－－－－－－－ －－－－－－－－－－－－－－－－－－－－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開支  5,632 4,921 
存貨  679,329 430,904 
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339,817 2,315,835 
銀行結餘及現金  386,821 646,544 
  －－－－－－－－－－－－－－－－－－－－－－－－－－－－－－－－－－－－－－－－－－－－－－－－－－－－－－－－－－－－－－－－－－－－－－－－－－－－－－－－ －－－－－－－－－－－－－－－－－－－－ 

  3,411,599 3,398,2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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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48,979 877,550 
應付董事款項  48 4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389 1,284 
應付稅項  64,149 75,546 
銀行借貸  1,131,000 1,335,000 
  －－－－－－－－－－－－－－－－－－－－－－－－－－－－－－－－－－－－－－－－－－－－－－－－－－－－－－－－－－－－－－－－－－－－－－－－－－－－－－－－ －－－－－－－－－－－－－－－－－－－－ 

  1,944,565 2,289,428 
  －－－－－－－－－－－－－－－－－－－－－－－－－－－－－－－－－－－－－－－－－－－－－－－－－－－－－－－－－－－－－－－－－－－－－－－－－－－－－－－－ －－－－－－－－－－－－－－－－－－－－ 

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  1,467,034 1,108,7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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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0,142 5,080,328 
  －－－－－－－－－－－－－－－－－－－－－－－－－－－－－－－－－－－－－－－－－－－－－－－－－－－－－－－－－－－－－－－－－－－－－－－－－－－－－－－－ －－－－－－－－－－－－－－－－－－－－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75 15,515 
一年後到期借貸  500,000 500,000 
政府津貼  14,040 10,500 
  －－－－－－－－－－－－－－－－－－－－－－－－－－－－－－－－－－－－－－－－－－－－－－－－－－－－－－－－－－－－－－－－－－－－－－－－－－－－－－－－ －－－－－－－－－－－－－－－－－－－－ 

  514,715 526,015 
  －－－－－－－－－－－－－－－－－－－－－－－－－－－－－－－－－－－－－－－－－－－－－－－－－－－－－－－－－－－－－－－－－－－－－－－－－－－－－－－－ －－－－－－－－－－－－－－－－－－－－ 

資產淨額資產淨額資產淨額資產淨額  4,865,427 4,554,3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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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股本  139,091 139,091 
儲備  3,534,833 3,319,935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673,924 3,459,026 
非控股權益  1,191,503 1,095,287 
  －－－－－－－－－－－－－－－－－－－－－－－－－－－－－－－－－－－－－－－－－－－－－－－－－－－－－－－－－－－－－－－－－－－－－－－－－－－－－－－－ －－－－－－－－－－－－－－－－－－－－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4,865,427 4,554,3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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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適用披露

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撰。 

 
2.  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根據歷史成本法編撰，惟以公平值計量的若干物業及財務工具

則除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下文所述者則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之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頒佈的多項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

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

報表 

 

 本集團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處理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的業務合併。本集團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的規定處理有關獲得控制權後於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變動及失去附屬公司

控制權的會計事宜。 

 

 由於本中期期間並無進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適用的交易，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其他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的相應修訂對本集團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

無影響。 

 

 倘日後進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其他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的相應修訂適用的交易，本集團未來期間的業績或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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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資料並無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的修訂 租賃 

 

 根據二零零九年頒布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部份，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就租賃土地分

類作出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前，本集團須將租賃土地分類為經營租賃，並於簡明綜

合財務狀況表列作預付租賃付款。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後，已取消相關規定。該修訂規定，

租賃土地應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的一般原則（即不論租賃資產所附帶的絕大部份風險

及回報是否已轉讓予承租人）分類。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修訂的過渡條文，本集團根據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尚未屆滿的租

賃土地於生效時的資料重新評估該等租賃的分類。該政策的變動對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

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不會產生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董事是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定期審閱按產品類別（以子午輪胎

鋼簾線及胎圈鋼絲為主）的收益分析。然而，除收益分析外，並無經營業績及其他個別財務資

料可用以評估各類產品的表現。董事審閱本集團整體經營業績，以決定資源分配。根據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本集團營運屬單一經營及可報告分部，因此並無編製個別分部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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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開其他開其他開其他開支支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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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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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賬撥備 15,402 1,661 
研發開支 9,976 3,099 
匯兌虧損淨額 2,706 48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0,374 351 
 －－－－－－－－－－－－－－－－－－－－－－－－－－－－－－－－ －－－－－－－ 
 38,458 5,596 
 ============= ============ 

 

5.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支支支支出出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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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千元 
   
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本期間 134,494 47,372 
遞延稅項 2,282 (6,292) 
 －－－－－－－－－－－－－－－－－－－－－－－－－－－－－－－－ －－－－－－－ 
 136,776 41,080 
 ============= ============ 

  

 本期及過往期間的稅務開支乃指中國的所得稅，以集團實體於中國的應課稅收入按當時的稅率

計算。 

 

 由於兩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來自或源自香港的溢利，故並無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內

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的其中一個附屬公司，江蘇興達鋼簾線股

份有限公司(“ 江蘇興達” )自二零零五年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毋須繳付中國的外國企業所得

稅，而隨後三年稅務減半。因此，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江蘇興達可享稅務減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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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江蘇興達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獲中國江蘇省相關稅務機關授予

15%的優惠稅率。根據高新技術企業證書，高新技術企業的地位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有

效，而管理層認為會於二零一一年底前續期高新技術企業地位，故會繼續獲得該優惠稅率。因

此，使用15%的稅率計算即期及遞延稅項。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有關附屬公司未分配盈利的暫時差額而並無就此確認遞延稅項負債的

總額為1,292,000,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30,000,00元人民幣）。由於本集團

可控制撥回暫時差額的時間，且該等差額不大可能於可見未來撥回，故並無就該等差額確認負

債。 

 

6.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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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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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2,573 117,126 
預付土地租賃開支攤銷 2,906 1,929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變動收益  (2,700) — 
 ============= ============= 

 
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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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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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付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 10港仙 
(二零零九年: 已付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每股 8 港仙) 

 

 
1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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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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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一間附屬公司向其中國股東宣派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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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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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控股權益 
 

8,200 
============= 

 

 
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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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內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董事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 
 
8.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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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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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476,581 
 

200,795 

攤薄潛在普通股影響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 — 1,033 
  可換股債券匯兌調整 — (17)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盈利 476,581 201,811 
 ============= ============= 
   
 千千千千股股股股 千股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86,177 1,386,177 
可換股債券之攤薄潛在普通股的影響 — 15,279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86,177 1,401,456 
 =============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潛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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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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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 120天的信貸期。 

 

以下為呈報期結算日分別按發票日期及到期日計算的應收賬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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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637 860,275 
91 至 180天 148,099 92,729 
181至 360天 86,773 41,983 
360天以上 18,634 82,336 

 －－－－－－－－－－－－－－－－－－－－－－－－－－－－－－－－ －－－－－－－－ 
 1,444,143 1,077,323 
 －－－－－－－－－－－－－－－－－－－－－－－－－－－－－－－－ －－－－－－－－ 
應收票據   

0 至 90 天 264,817 397,739 
91 至 180天 
181至 360天 

391,887 
105,428 

560,676 
19,650 

 －－－－－－－－－－－－－－－－－－－－－－－－－－－－－－－－ －－－－－－－－ 
 762,132 978,065 
 －－－－－－－－－－－－－－－－－－－－－－－－－－－－－－－－ －－－－－－－－ 
   
預付供應商款項 101,034 231,424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32,628 29,143 
減：呆賬撥備 (120) (120) 
 －－－－－－－－－－－－－－－－－－－－－－－－－－－－－－－－ －－－－－－－－ 
 133,542 260,447 
 －－－－－－－－－－－－－－－－－－－－－－－－－－－－－－－－ －－－－－－－－ 
 2,339,817 2,315,835 
 ============= ============= 

 

本集團按個別情況檢討高賬齡應收款項是否可收回。於期內長期未償還應收款項中，已確認為

呆賬撥備約人民幣 15,402,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66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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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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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呈報期結算日分別按發票日期及到期日計算的應付賬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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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108 315,416 
91 至 180天 16,213 61,634 
181至 360天 3,177 2,558 
360天以上 3,531 4,880 

 －－－－－－－－－－－－－－－－－－－－－－－－－－－－－－－－ －－－－－－－－ 
 275,029 384,488 
 －－－－－－－－－－－－－－－－－－－－－－－－－－－－－－－－ －－－－－－－ 
應付票據   

0 至 90 天 52,500 35,000 
91 至 180天 68,000 — 

 －－－－－－－－－－－－－－－－－－－－－－－－－－－－－－－－ －－－－－－－－ 
 120,500 35,000 
 －－－－－－－－－－－－－－－－－－－－－－－－－－－－－－－－ －－－－－－－－ 
應付增值稅及其他應付稅金 35,823 32,145 
應付員工成本 110,516 137,162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160,967 235,318 
應付電費 39,488 39,746 
其他 6,656 13,691 
 －－－－－－－－－－－－－－－－－－－－－－－－－－－－－－－－ －－－－－－－－ 
 353,450 458,062 
 －－－－－－－－－－－－－－－－－－－－－－－－－－－－－－－－ －－－－－－－－ 
 748,979 877,5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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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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興達」)欣然提呈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國中央政府繼續推出經濟刺激方案有助推動中國經濟復甦。自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開始，公路運輸

及汽車業復甦，以及營商環境顯著改善，令興達於回顧期內持續取得令人鼓舞的業績。期內，本集

團的收益上升 66.3%至 2,538,400,000 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上半年：1,526,800,000 元人民幣)，毛

利及毛利率分別上升至 815,300,000 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上半年：385,100,000 元人民幣)及

32.1%(二零零九年上半年：25.2%)。於一月，本集團出售 19,500,000 股風神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實現收益約 186,300,000 元人民幣，令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 137.4%至 476,600,000 元人

民幣(二零零九年上半年：200,800,000 元人民幣)。董事會建議不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期內，經濟刺激方案持續對中國經濟帶來正面影響。國內接連推出基建項目，令本地貨運量回升，

刺激貨車輪胎替換的需求。同時，國內推行汽車補貼計劃及海外市場逐漸復甦，為汽車業注入增長

動力，進一步促進子午輪胎行業持續發展。 

 
於回顧期內，按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貨車及客車銷售分別增長 89%及 107%至約 208 萬輛及

672 萬輛，帶動貨車及客車輪胎的需求。有關需求持續增長大大刺激國內的子午輪胎製造業。根據

市場統計，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子午輪胎產量約達 1 億 7,800 萬條，同比增長 13%。作為中國

最大的子午輪胎鋼簾線製造商，興達勢將在這活躍的市場環境中受惠。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總銷售量同比錄得 71.5%的增長至 205,000 噸。本集團主要產品子午

輪胎鋼簾線的銷售量同比增長 70.5%至 173,400 噸；胎圈鋼絲銷售量增加 77.5%至 31,600 噸。這兩

項產品分別佔本集團總銷售量 84.6%及 15.4%(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分別為 85.1%及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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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輪胎替換市場需求增長強勁，繼而刺激子午輪胎鋼簾線的需求，因此貨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繼

續成為本集團的主要收益來源。其銷售量增加59.6%至134,700噸。與此同時，在主要受惠於國內的

汽車補貼計劃及中國成為全球第一汽車生產大國的影響下，再加上海外客戶訂單的增加，使客車用

子午輪胎鋼簾線的銷售量提高123.7%至38,700噸。由於中國的客車數量增加迅速，客車輪胎替換市

場不斷擴大，刺激客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的需求，使興達亦可從中得益。貨車及客車用子午輪胎鋼

簾線分別佔本集團子午輪胎鋼簾線總銷售量的77.7%及22.3%(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分別為83.0%及

17.0%)。 

 

本集團的主要市場仍以中國為主，國內業務佔總銷售額達91%，同時，興達產品價格具競爭力兼質

素高，使本集團贏得海外客戶的認同。海外市場的訂單不斷增加，其銷售額佔本集團總銷售額9%，

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5%錄得理想增幅。 

 

儘管期內本地盤條的成本回升，然而本集團透過調整產品平均售價後，成功紓緩了成本上漲的壓力。

期內，盤條佔本集團總銷售成本的55.8%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 52.4%)。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開始興建第九號廠房，預期工程將於二零一二年完成。第九號廠房第一期已竣

工，並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投產。因此，子午輪胎鋼簾線的產能提升27.0%至400,000噸，而胎圈鋼

絲則提升10.6%至73,000噸。隨著市場對本集團產品的需求上升，使期內產量有所增加，整體使用

率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61.4%明顯上升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86.2%。 

 

本集團一向著重研發，期內已研發11種新規格的子午輪胎鋼簾線、2種新規格的胎圈鋼絲及3種切割

鋼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產品組合包括140種子午輪胎鋼簾線、47種胎圈鋼絲及3

種切割鋼絲(二零零九年上半年：120種子午輪胎鋼簾線及46種胎圈鋼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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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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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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比重比重比重比重  二零零九年  比重  變動 

    (%)     (%)  (%) 

子午輪胎鋼簾線  2,355  93  1,420  93  +65.8 

－貨車用  1,903  75  1,212  79  +57.0 

－客車用  452  18  208  14  +117.3 

胎圈鋼絲  183  7  107  7  +71.0 

總計  2,538  100  1,527  100  +66.3 

           

由於產品銷售強勁，本集團的總收益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1,526,800,000元人民幣增加66.3%或

1,011,600,000元人民幣至2,538,400,000元人民幣。貨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繼續成為本集團的主要收

益來源。此外，受海外市場出口訂單增加所帶動，客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收益較去年同期攀升

117.3%。 

 

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擁有強大議價能力，藉著提高產品的平均售價，得以應付本集團產品的主要原材料盤條的成

本上漲。此外，本集團的廠房使用率於回顧期內顯著提升，亦帶來規模經濟效益，促使毛利率上升

6.9個百分點至32.1%。本集團的銷售量及邊際利潤均錄得升幅，使本集團的毛利增加111.7%或

430,200,000元人民幣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815,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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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的其他收入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44,400,000元人民幣減少 1,700,000元人民幣

或3.8%至42,700,000元人民幣。其他收入減少主要由於從供應商所獲取之折扣減少，全數抵銷了廢

料銷售收入增加的幅度所致。由於來自當地政府的津貼減少，期內本集團的政府津貼由二零零九年

上半年的24,900,000元人民幣下跌69.9%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7,500,000元人民幣。 

 

出售可供出售可供出售可供出售可供出售投資出售投資出售投資出售投資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回 顧 期 內 ， 本 集 團 出 售 可 供 出 售 投 資 收 益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上 半 年 的 1,900,000 元 人 民 幣 增 加

184,400,000元人民幣或9,705.3%至186,300,000元人民幣。主要原因是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出售風神

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所實現之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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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開支經營開支經營開支經營開支 

 

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銷售及分銷開支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54,100,000元人民幣上升88.2%至

101,800,000元人民幣，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支付予銷售隊伍的報酬和運輸成本與銷售收益掛勾而相應

增加所致。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要由於行政人員工資成本增加，使行政開支較

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59,300,000元人民幣。其他開支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5,600,000元人民幣增加

32,900,000元人民幣或587.5%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38,500,000元人民幣。增加主要是由於應收帳

撥備以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均有上升。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本集團期內的融資成本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31,700,000元人民幣下降5,000,000元人民幣或15.8%至

26,700,000元人民幣。融資成本下降主要是五年內應付貸款之利息開支共12,300,000元人民幣資本

化所致。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期內，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為136,800,000元人民幣，有效稅率約17.7%，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約

13.2%同比上升約4.5個百分點。倘不計及今年首六個月及去年同期之遞延稅款之變動，有效稅率增

加約2.2個百分點，主要由於本集團之主要附屬公司，江蘇興達鋼簾線股份有限公司的所得稅稅率因

稅務優惠期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屆滿而上升所致。 

 

純利純利純利純利 

 

基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上升

366,100,000元人民幣或135.9%至635,400,000元人民幣。倘不計及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的虧損，

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調整後純利較去年同期上升365,000,000元人民

幣或135.0%至635,400,000元人民幣。 

 

報告溢利及本公司報告溢利及本公司報告溢利及本公司報告溢利及本公司擁擁擁擁有人應佔基本溢利之差額對賬有人應佔基本溢利之差額對賬有人應佔基本溢利之差額對賬有人應佔基本溢利之差額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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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635,375  269,319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的虧損（附註）  —  1,033 

期內基本溢利  635,375  27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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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期內基本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76,581  201,828 

非控股權益  158,794  68,524 

  635,375  270,352 

 

附註：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調整的虧損是由獨立及國際認可商務評估師根據可換股債券公平值的轉變

而計算得出。過往期內溢利調整可換股債券的公平值的虧損，是由於其並非由本集團的經營業務所

產生。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及資本結構及資本結構及資本結構及資本結構 

 

期內，本集團的融資及財務政策並無改變。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主要來自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流量，

而現金主要用於經營成本及擴充產能。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包括銀行存款）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646,500,000元人民幣，減少259,700,000元人民幣至386,800,000元人民幣。減少主要由於投資

活動錄得現金流出凈額174,000,000元人民幣及融資活動所錄得現金流出凈額389,300,000元人民

幣，較來自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303,600,000元人民幣為高。 

 

銀行借貸的款項是人民幣。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借貸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1,835,000,000元人民幣減少11.1%或204,000,000元人民幣至1,631,000,000元人民幣。銀行借貸須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起五年內償還，利率訂於市場水平的 4.37%至4.86%（二零零九年上半年：

4.37%至5.31%）。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3,398,200,000元人

民幣，增加0.4%至3,411,600,000元人民幣。而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負債則較於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2,289,400,000元人民幣減少15.1%至1,944,600,000元人民幣。本集團流

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從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48倍增加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的1.75倍。流動比率的上升主要是由於須於一年內償還的銀行借貸減少。由於本集團的借貸減

少，使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銀行貸款除以資產總值計算）從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24.9%

下降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22.3%。 

 

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銷售及採購均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為結算單位。銷售收益所得的美元已被悉數使用。因此，

人民幣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輕微升值並未對本集團營運構成重大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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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若干銀行存款以港元及美元結存外，本集團絕大部份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列賬，因此本集團

並無面臨重大外匯風險。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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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運用任何財務衍生工具對沖外匯風險。不過，本集團將審慎監察人民

幣匯價變更對本集團營運的影響，並於適當時考慮採取相關的外匯對沖方案。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有在財務報表中撥備的資本

承擔為約11,500,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8,000,000元人民幣）。於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授權但未定約作出任何資本承擔。 

 

或或或或然然然然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沒有任何新的重大對外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重大收購及出售重大收購及出售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用約8,600名全職僱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7,200名），全部駐於中國。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

188,900,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約94,300,000元人民幣）。僱員薪酬乃按照員工表現、

資歷及能力而釐定。花紅之計算則按照個人對本集團財務表現的貢獻而評估。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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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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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支付薪酬及花紅之外，本集團透過江蘇興達鋼簾線股份有限公司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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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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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江蘇興達向興達工會貢獻的會

費為3,100,000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上半年：1,500,000元人民幣）。 

 

根據中國國務院於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四日頒佈的社會保險費徵繳暫行條例，本集團須為各僱員就養

老基金及保險作出供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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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養老基金之外，本集團亦有為不同階層的員工提供醫療保險、個人意外及失業保險。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採納股份獎勵計劃以鼓勵及挽留優秀僱員在本集團任職。本集團為參加此計

劃之僱員提供獎勵，透過擁有股份鼓勵他們實現提升本集團價值的業績目標。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共有5,000,000股本公司股份由受託人以本公司出資在市場購買並為參與者持有，

直至該等股份歸屬於他們。股份的代價及其他直接應佔增量成本價值16,100,000元人民幣已於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確認為股份奬勵計劃所持股份，並自本公司的總權益中扣除。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中國政府致力維持國內生產總值穩健增長，其刺激經濟方案將繼續對國內經濟帶來正面影響，市場

對本集團產品需求的強勁增長勢頭亦持續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相信蓬勃經濟將持續，並對

整個輪胎行業的穩健發展有利。興達作為子午輪胎鋼簾線行業的領導者，勢將從興旺的營商環境中

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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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於行內的翹楚地位，本集團致力進行研發，以及提供種類繁多的優質產品。本集團已成功研

發一種名為切割鋼絲的新產品，它是一種具備高强度兼直徑非常小的鋼絲，適用於切割堅硬而易碎

的物料，並廣泛應用於太陽能電池業以切割多晶硅棒成為晶圓。在橫向擴張下，超過一半現有的生

產設施適用於製造此新產品。有關產品的試產經已完成，預期將於二零一一年開始大量生產。除需

求殷切的子午輪胎鋼簾線外，此新產品預料將成為本集團的另一未來增長動力。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市況，並制定理性靈活的資本開支計劃，以因應市場需求調整產能擴

充。本集團亦將致力維持高使用率，以達致規模經濟效益及推動邊際利潤增長。 

 

本集團致力鞏固其作為中國頂尖子午輪胎鋼簾線製造商的地位，同時亦將從主要客戶的內部增長直

接得益，並加強擴充其海外據點。隨著產品於近年獲更多海外客戶接納，本集團相信海外市場的收

益貢獻比例將隨海外市場滲透率增加而持續提升。展望未來，本集團將貫徹其策略發展計劃，有信

心維持於中國的領導地位，同時把握機會擴大全球據點。 

 

中期中期中期中期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不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 

 
董事會更替董事會更替董事會更替董事會更替 

 
吳興華先生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謹此

對吳興華先生於任內對本公司作出之努力及寶貴貢獻致以衷心感謝，並致以誠摯之祝福。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為維護股東權益，本公司承諾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包括提高透明度、問責度及獨立性的水平。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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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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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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分擔外，本公

司已成立行政委員會（由三名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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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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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詳盡查詢後，本公司已取得全體董事的確認書，

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有關可能持有非公開敏感價格資料的僱員之證券交易，本公司亦按不遜於標準守則的條款進行。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出售或出售或出售或贖贖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

證券。 

 

中期業績的審閱中期業績的審閱中期業績的審閱中期業績的審閱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連同外聘核數師及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原則及實務準則並討論內部

控制及財務報告事項，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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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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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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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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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