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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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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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GO	HOLDING	LIMITED
志	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49）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2010年上半年財務摘要

 2010年上半年		�009年上半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營業額 4,664.1		 3,0��.7  +54.8
總收入� 5,260.2		 3,0��.7  +74.6
綜合分部業績� 834.8		 48�.�  +73.5
期內溢利 278.3		 �35.8  +�05.0

總資產（相對�009年��月3�日） 7,078.4		 5,565.7  +�7.�
淨資產（相對�009年��月3�日） 2,151.9		 �,845.9  +�6.6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54.5		 3�.8  +7�.4
建議中期股息（港仙） 5.0 	 –  不適用

毛利率3 17.9%		 �6.0%  +�.9
純利率 6.0%		 4.5%  +�.5

附註�：  總收入指本集團的營業總額加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

附註�：  分部業績指在各分部的毛利及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綜合分部業績指全部分部業績總
額（包括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

附註3：  為作出貼切的盈利能力比較，兩個財政期間的毛利率乃按綜合經營分部業績佔營業額
的百分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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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半年經營摘要

 2010年上半年		�009年上半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中國銷售額 2,628.4		 �,597.3  +64.6
海外銷售額 2,035.7		 �,4�5.4  +43.8

已售家用空調產品（千台） 2,864		 �,860  +54.0
已售商用空調產品（千套） 58		 63  -8.0

志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009年同期
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0年	 �00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4,664,113	 3,0��,65�
銷貨成本  (4,425,369	) (�,53�,470 )    

毛利  238,744	 48�,�8�
高節能產品政府補助 4 596,094	 –
其他收入  28,234	 �8,474
銷售及分銷成本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26,434	) –
 －其他銷售及分銷成本  (297,538	) (��5,785 )
行政開支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57,409	) –
 －其他行政開支  (136,057	) (90,98� )
研究及開發成本  (6,501	) (6,686 )
其他開支  (12,020	) (5,�35 )
其他收益及虧損  (4,842	) (�,8��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的淨收益  15,040	 �5,859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利息  (49,178	) (33,94� )    

除稅前溢利 5 288,133	 �60,�76
稅項 6 (9,859	) (�4,4�� )    

期內溢利及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78,274	 �35,764    

每股盈利 8
 －基本  人民幣54.5分  人民幣3�.8分    

 －攤薄  人民幣53.3分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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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0�0年6月30日
 附註  2010年	 �009年
  6月30日	 ��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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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17,537	 396,�7�
 土地使用權  81,573	 8�,803
 無形資產  2,382	 �,455
 預付租賃款項  125,213	 ��3,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29,802	 �9,404
 遞延稅項資產  11,385	 �0,340    

  667,892	 634,�85    

流動資產
 存貨  2,062,036	 �,686,05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0 2,905,926	 �,697,5�7
 土地使用權  2,054	 �,85�
 預付租賃款項  6,026	 5,976
 可收回稅項  8,202	 8,�0�
 衍生金融工具  7,611	 3,844
 已抵押銀行存款  921,115	 �,095,�60
 銀行結餘及現金  497,554	 43�,794    

  6,410,524	 4,93�,40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1 3,169,162	 �,638,879
 保修撥備  37,016	 34,�55
 應付稅項  78,455	 78,455
 衍生金融工具  1,002	 ��,��9
 短期銀行貸款  1,560,889	 880,436    

  4,846,524	 3,644,�54    

流動資產淨額  1,564,000	 �,�8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31,892	 �,9��,436    

非流動負債
 政府補助  61,212	 6�,866
 遞延稅項負債  18,815	 �3,6�6    

  80,027	 75,49�    

淨資產  2,151,865	 �,845,94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503	 4,503
 儲備  2,147,362	 �,84�,44�    

總權益  2,151,865	 �,84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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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
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集團的中期財務資料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重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適當地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截至�009年��月3�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所遵循者貫徹一致，惟下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
詮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對收購日期為�0�0年�月�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預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本集團亦於�0�0年�月�日或之後預期應用香港
會計準則第�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有關取得控制權後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
時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變動的會計處理。

由於本中期期間內並無進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經修
訂）適用的交易，故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經修訂）
及因而對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修訂對本會計期間或前會計期間本集團的簡明綜合
財務資料並無任何影響。

本集團於往後期間的業績或會因日後進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
第�7號（經修訂）及因而對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修訂適用的交易而受到影響。

作為�009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租賃」已就租
賃土地的分類作出修訂。於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前，本集團須把租賃土地分類為經營
租賃，而本集團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把預付款項呈列租賃土地。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的修
訂已剔除該項有關租賃土地必須分類為經營租賃的規定。該項修訂要求租賃土地應基於香
港會計準則第�7號所載的一般原則分類，即不論租賃資產的擁有權所伴隨絕大部分風險及
回報是否已轉移至承租人。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所載的過渡性條文，本集團已
根據租賃訂立時現有的資料重新評估於�0�0年�月�日未屆滿租賃土地的分類。於重新評估
後，本公司董事認為無必要作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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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0�0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事項5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披露對比較數字
  之有限度豁免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本規定之預付款項5

 －詮釋第�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3

 －詮釋第�9號

� 於�0�0年7月�日及�0��年�月�日（按適用）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0�0年7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0�3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引入對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並將於�0�3年
�月�日起生效，並可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所有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
及計量」範疇之已確認金融資產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i)根據業務模式以收
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所持有；(ii)僅為支付本金額及未償還本金額之利息而產生合約現金
流量之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乃按公平值計量。此
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股本投資的公平值變動全面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只有
股息收入於損益確認。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造
成影響。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
況構成重大影響。



- 6 -

3.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乃以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董事會定期審閱本集團組成部份有關
的內部報告為基礎，以對各分部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主要營運決策者按地區所有地
審閱收益及業績，以作出表現評估及資源分配。由於分部資產或分部負債並非定期向主要
營運決策者提供，故並無呈列分部資產或分部負債。

以下為於回顧期間，按經營分部分析本集團的收益及業績：

 營業額	 業績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10年	 �009年  2010年	 �009年
	 6月30日	 6月30日 	 6月30日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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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中國內地（「中國」）	 2,628,369	 �,597,�45 	 803,555		 �43,04�
亞洲（不包括中國） 856,073	 669,���  13,732		 ��8,007
美洲 572,247	 34�,36�  14,903		 5�,�7�
非洲 317,668	 �06,879  884		 38,949
歐洲 284,695	 �88,08�  516		 �6,793
其他 5,061	 9,875  1,248		 �,��0       

 4,664,113	 3,0��,65�  834,838		 48�,�8�   

未分配其他收入     28,234	 �8,474
未分配開支     (294,430	) (�08,5�8 )
員工成本     (141,994	) (���,604 )
慈善捐款     (12,020	) –
呆賬撥備     (8,514	) (�,�76 )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83,843	)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的淨收益     15,040	 �5,859
融資成本     (49,178	) (33,94� )       

除稅前溢利     288,133	 �60,�76       

分部業績指在各分部的毛利及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此乃呈報主要營運決策者的計量方
法，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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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

為了推廣節能產品，中國政府於�009年5月�8日公佈「節能產品惠民計劃」（「節能計劃」）。
根據節能計劃，製造實體向中國政府機關申報其銷售額後，即符合資格享有有關製造節能
電子產品的政府補助。

期內，本集團有權就節能產品享有政府補助人民幣596,094,000元（�009年：無）。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00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乃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的呆賬撥備 9,899	 �,544
存貨撥備 3,384	 ��,�58
計入行政開支的無形資產攤銷 182	 �7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827	 �9,80�
中國慈善捐款 12,020	 –
保修撥備 11,639	 7,8�5

及計入以下各項後：

計入其他收入的政府補助* 6,487	 3,�30
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的收回呆賬 1,385	 �68
利息收入 9,507	 �3,�46   

*	 中國政府向本集團提供的政府補助為研發新環保產品的獎勵。收取政府補助並無附帶
條件及或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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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00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扣除以下項目：

中國所得稅 –	 (�7,665 )
遞延稅項 (9,859	) (6,747 )   

 (9,859	) (�4,4�� )   

上一期間的中國所得稅按照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以適用稅率計算。由於中國附屬公司於期
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於�0�0年並無計提中國所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有權自其首個經營獲利年度起計兩年獲豁
免中國所得稅，其後該中國附屬公司於往後三年獲得50%的中國所得稅寬免。中國附屬公
司所選的首個獲利年度為�007年曆年。目前，該中國附屬公司享有50%中國所得稅寬免。

根據中國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的聯合通知財稅[�008]�號，只有外資企業在�008年�月�日
之前賺取的溢利分派予外國投資者時不受條例限制，可豁免預扣稅。然而，在之後產生的
溢利所分派的股息則須徵收�0%的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及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3及
�7條及其實施細則第9�條由中國附屬公司預扣。截至�009年6月30日及�0�0年6月30日止期
間內所賺取的未分派溢利的遞延稅項負債按本公司董事決定的預期股息30%以�0%稅率累
計。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於香港的經營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故本集團並無於財務資料內就香
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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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00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息
 －已付�009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分（�008年：無） 56,196	 –   

 －擬派�0�0年中期股息每股5.0港仙（相等於人民幣4.37分）
  （�009年：無） 22,313	 –   

本公司董事建議派付本期間的中期股息每股股份5.0港仙（相等於人民幣4.37分）（�009年：
無），乃按本公佈日期已發行5�0,874,000股股份的基準計算。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00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計算的盈利 278,274	 �35,764   

股份數目

	 2010年	 �009年
	 千股   千股

就每股基本盈利計算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10,874	 4�7,500   

具攤薄效應的潛在普通股對購股權的影響 11,153  

就每股攤薄盈利計算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22,027  

本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綜合溢利及本期間已發行5�0,874,000股（�009年：
4�7,500,000股）股份的加權平均數，以及假設�009年資本化發行已於�009年�月�日生效計
算。

截至�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尚未行使的具攤薄效應的潛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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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期內，本集團為提升其產能而收購中國機器及生產廠房，因此耗資人民幣54,685,000元
（�009年：人民幣38,399,000元）。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2010年	 �009年
	 6月30日  ��月3�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 1,169,144		 �,��4,753
應收票據 1,167,981	 470,5�9   

 2,337,125	 �,585,�8�

高節能產品政府補助的應收款 463,140	 6�,�96
支付予供應商的按金 48,844	 �,659
預付款 5,263	 8,978
向員工墊付款 16,887	 �7,573
其他應收款 34,667	 �0,839   

	 2,905,926	 �,697,5�7   

客戶的付款條款主要為信用條款。發票一般在發出日期後30至90日內償付，長期客戶的發
票則一般在�70日內償付。以下為於呈報日，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

	 2010年	 �009年
	 6月30日  ��月3�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 – 30日 615,673	 546,877
 3� – 60日 334,256	 �78,9�7
 6� – 90日 567,655	 3�6,7�0
 9� – �80日 735,758	 43�,0��
 �8� – 365日 83,783	 �,736   

 2,337,125	 �,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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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2010年	 �009年
	 6月30日  ��月3�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 544,538	 �75,�73
應付票據 2,203,758	 �,9�5,045   

 2,748,296	 �,�90,��8
客戶按金 300,898	 344,599
應付薪金及福利 24,773	 �3,670
應付中國營業稅 7,156	 7,�56
其他應付款 88,039	 83,�36   

 3,169,162	 �,638,879   

本集團一般從供應商取得30日至�80日的信貸期。以下為於呈報日，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的賬齡分析：

	 2010年	 �009年
	 6月30日  ��月3�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 – 90日 1,458,389	 �,435,�9�
 9� – �80日 1,272,704	 7�7,855
 �8� – 365日 14,302	 34,373
 超過�年至�年 2,901	 �,698   

 2,748,296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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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0�0年6月30日止首六個月，本公司取得驕人的經營業績。本集團錄得營業額雙中位
數增長，半年純利增長逾倍。業績彪炳乃因本集團開發先進節能產品的能力，以及採取
積極的商業策略抓緊市場機遇，勝於同業。

於回顧期內，中國政府不僅繼續推行「家電下鄉補貼政策」、「家電以舊換新政策」及「節能
產品惠民計劃」，還同時將此等優惠政策範圍及覆蓋面擴大。針對國際間提倡節能及減碳
措施，中國政府尤加重視提高電器終端用能效率。節能空調生產商均可獲發放津貼，廠
家亦會提供具吸引力的售價予終端用家分享利益。與此同時，政府已逐步提升節能產品
水平要求。作為領先的空調生產商，本集團擁有最尖端的節能技術。本集團的特選高節
能空調佔所有合資格型號約��%市場份額，故此等產品錄得輝煌的銷售表現。

出口方面，本集團感受到全球經濟復甦，於�0�0年上半年海外客戶訂單增多。本集團海
外銷售迅速重上軌道，銷售水平幾近回升至�008年上半年高位。儘管出口量增加，但由
於生產商割降售價力求爭取訂單，市場競爭相當激烈。另一方面，原材料價格自�0�0年
初起飆升。因此，出口產品的利潤率於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處於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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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回顧

經營業績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009年	 變動
 人民幣		佔營業額 		 人民幣  佔營業額  人民幣
 百萬元		 百分比		 百萬元  百分比  百萬元  %

地區

中國銷售額 2,628.4		 56.4		 �,597.3  53.0  +�,03�.�  +64.6           

亞洲（不包括中國） 856.1		 18.3		 669.�  ��.�  +�86.9  +�7.9
美洲 572.2		 12.3		 34�.3  ��.3  +�30.9  +67.6
非洲 317.7		 6.8		 �06.9  6.9  +��0.8  +53.6
歐洲 284.7		 6.1		 �88.�  6.3  +96.6  +5�.4
其他 5.0		 0.1		 9.9  0.3  -4.9  -49.5           

海外銷售額 2,035.7		 43.6		 �,4�5.4  47.0  +6�0.3  +43.8           

營業總額 4,664.1		 100.0		 3,0��.7  �00.0  +�,65�.4  +54.8           

中國銷售

隨著市況好轉，本集團於�0�0年首六個月內的銷售主要來自國內市場。政府的扶持政
策刺激家用空調內需，高節能空調成為了主要產品系列。由於市場對其高節能產品的需
求持續增加，本集團的中國銷售額大幅增長。因此，來自中國市場的銷售額增加人民幣
�,03�.�百萬元或64.6%至人民幣�,6�8.4百萬元（�009年6月30日：人民幣�,597.3百萬元），
佔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營業總額的56.4%（�009年6月30日：53.0%）。

海外銷售

由於全球經濟狀況於�0�0年上半年好轉，於回顧期內，除其他地區外，所有海外地區均
錄得正面銷售增長。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海外銷售約人民幣�,035.7
百萬元（�009年6月30日：人民幣�,4�5.4百萬元），顯著增長43.8%或人民幣6�0.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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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0�0年上半年的海外銷售增長，主要由於亞洲（不包括中國）及美洲市場的銷
售分別增加�7.9%及67.6%。此兩個市場仍為本集團的主要海外市場，於截至�0�0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分別佔本集團的營業額�8.3%及��.3%（�009年6月30日：分別��.�%及
��.3%）。

儘管本集團之海外銷售大幅增加，然而中國銷售增長速度更快。因此，按本集團總營業
額百分比計，海外銷售於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輕微下跌至43.6%（�009年6月30
日：47.0%）。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於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營業總額約為人民幣4,664.�百萬元（�009年6月
30日：約人民幣3,0��.7百萬元），較�009年同期增加人民幣�,65�.4百萬元或54.8%。營業
額增加主要是由於(i)家用空調產品於�0�0年上半年的銷售量按年大幅增長超過54.0%；及
(ii)平均售價增加所致。

基於向終端用戶銷售節能產品，本集團有權享有政府補助人民幣596.�百萬元，本集團就
其主要業務收取的總收入（營業額與高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的總和）達人民幣5,�60.�百萬
元（�009年6月30日：人民幣3,0��.7百萬元），較�009年上半年增加74.6%或人民幣�,�47.6
百萬元。

銷貨成本

於�0�0年上半年內，原材料及零部件成本的價格及本集團銷售量均見增長。因此於回顧
期內銷貨成本隨營業額增加至人民幣4,4�5.4百萬元（�009年6月30日：人民幣�,53�.5百萬
元），較�009年上半年增加人民幣�,893.9百萬元或74.8%。

毛利

由於本集團根據「節能產品惠民計劃」以政府補助形式收取銷售節能產品部分收入，故
本集團於�0�0年上半年錄得毛利人民幣�38.7百萬元（�009年6月30日：人民幣48�.�百萬
元），較�009年同期減少人民幣�4�.5百萬元或50.4%。然而，由於本集團於截至�0�0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享受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人民幣596.�百萬元（�009年6月30日：無），
故�0�0年上半年錄得綜合經營分部業績（毛利及節能產品政府補助的總和）合共人民幣
834.8百萬元（�009年6月30日：人民幣48�.�百萬元），較�009年增加人民幣353.6百萬元或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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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綜合經營分部業績大幅增加，因此本集團的毛利率（按綜合分部業績佔營業額的百分
比計算）由�009年上半年的�6.0%增加至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7.9%。

由於�0�0年上半年所銷售的高端產品增加，本集團中國銷售於�0�0年上半年的毛利率增
至30.6%；而本集團海外銷售於�0�0年上半年的毛利率則大幅跌至�.5%。海外銷售毛利率
減少，乃因(i)�0�0年初原材料價格急漲；(ii)競爭激烈及許多訂單乃於�009年末季交易會
落實，當時原材料價格水平偏低，出口產品平均售價因而下降所致。於海外地區當中，
美洲及其他海外地區為本集團帶來最多增益，於�0�0年上半年分別錄得�.6%及�4.7%的
毛利率。

高節能產品政府補助

本集團於中國的高節能產品銷售於�0�0年上半年內持續強勁。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有權就高節能產品享有政府補助人民幣596.�百萬元（�009年6月30日：無）。
該等政府補助為本集團就其主要業務所收取的總收入的一部分。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為人民幣�8.�百萬元（�009年6月30日：人民幣�8.5百萬元），增加人民幣9.7百萬
元或5�.4%，乃因非經營收入及其他政府補助增加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於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至人民幣3�3.9百萬元
（�009年6月30日：人民幣��5.8百萬元），增加人民幣�08.�百萬元或50%。銷售及分銷成
本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的銷售額於回顧期內增加，以致(i)銷售人員的薪金及津貼；(ii)
運輸成本；及(iii)廣告及宣傳成本增加。

行政開支

於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增加人民幣�0�.5百萬元或���.6%至
人民幣�93.5百萬元（�009年6月30日：人民幣9�.0百萬元）。行政開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於
回顧期內(i)行政人員的薪金及福利；及(ii)其他非經營開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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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股本結算股份付款人民幣83.8百萬元（�009年6
月30日：無）。有關開支當中約人民幣6�.5百萬元為與本公司控股股東李興浩先生於�0�0
年6月向本集團的僱員及客戶授出以回饋其對本集團所作貢獻的股份公平值相關的一次性
開支。本集團指出有關開支為非現金項目，且預期往後的會計期間不會產生有關開支。

約人民幣��.3百萬元為與本公司於�009年��月向若干僱員及客戶所授出購股權相關的股
份付款。

研究及開發成本

研究及開發成本為人民幣6.5百萬元，於�0�0年上半年輕微減少3.0%或人民幣0.�百萬
元，較為保持穩定（�009年6月30日：人民幣6.7百萬元）。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於�0�0年上半年內增加人民幣6.9百萬元或�35.3%至人民幣��百萬元，乃因本集
團於回顧期內在中國作出慈善捐獻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於�0�0年上半年，其他收益及虧損增加人民幣�.0百萬元或7�.4%至人民幣4.8百萬元
（�009年6月30日：人民幣�.8百萬元）。其他收益及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
內所作呆賬撥備淨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收益淨額

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收益淨額約人民幣
�5.0百萬元，乃因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有利本集團所致。

融資成本

由於營業額大幅增加，本集團增撥短期銀行貸款撥付所需營運資金，故本集團於截至
�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銀行借貸利息增加人民幣�5.3百萬元或45.�%至人民幣49.�百
萬元（�009年6月30日：人民幣33.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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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由於銷售節能產品部分收入無須納稅，故本集團於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稅項
費用為人民幣9.9百萬元（�009年6月30日：人民幣�4.4百萬元），減少人民幣�4.5百萬元或
59.4%。

期內確認的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由於上述各項，本集團於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溢利人民幣�78.3百萬元（�009
年6月30日：人民幣�35.8百萬元），較�009年同期大幅增加人民幣�4�.5百萬元或�04.9%。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純利大幅增加，純利率於�0�0年上半年達到6.0%。

財務狀況

 於2010年		 於�009年
 6月30日		 ��月3�日  變動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變動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

非流動資產 667.9		 634.3  +33.6  +5.3
流動資產 6,410.5		 4,93�.4  +�,479.�  +30.0
流動負債 4,846.5		 3,644.3  +�,�0�.�  +33.0
非流動負債 80.0		 75.5  +4.5  +6.0   

資產淨額 2,151.9		 �,845.9  +306.0  +�6.6   

於�0�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綜合資產總值增加人民幣�,5��.7百萬元或�7.�%至人民幣
7,078.4百萬元（�009年��月3�日︰人民幣5,565.7百萬元）。增加主要來自流動資產，如存
貨（增加人民幣376.0百萬元）及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增加人民幣75�.8百萬元）。於�0�0
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綜合負債總額為人民幣4,9�6.5百萬元（�009年��月3�日︰人民幣
3,7�9.8百萬元），較�009年��月3�日的綜合負債總額增加人民幣�,�06.7百萬元或3�.4%。
期內增加的負債主要為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增加人民幣530.3百萬元）以及短期銀行貸款
（增加人民幣680.5百萬元）。本集團錄得期內純利大幅增加的同時，本集團於�0�0年6月
30日亦錄得資產淨值增加�6.6%或人民幣306.0百萬元至人民幣�,�5�.9百萬元（�009年��月
3�日︰人民幣�,845.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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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0�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人民幣6,4�0.5百萬元（�009年��月3�日︰人民幣
4,93�.4百萬元）及流動負債人民幣4,846.5百萬元（�009年��月3�日︰人民幣3,644.3百萬
元）。本集團營運資金由�009年底的人民幣�,�87.�百萬元增加至回顧期末的人民幣�,564.0
百萬元，增加了人民幣�76.8百萬元或��.5%。由於流動負債增加幅度較高，本集團的流
動比率由�009年��月3�日的�.4倍微降至�0�0年6月30日的�.3倍。

於�0�0年6月30日，本集團結欠的短期銀行貸款餘額為人民幣�,560.9百萬元（�009年��月
3�日︰人民幣880.4百萬元），增加人民幣680.5百萬元或77.3%。銀行貸款按固定利率計
息及需於一年內償還，乃用作營運資金。銀行貸款大多數以人民幣借入及償還。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以計息貸款及其他借貸對比資產總額計算）由�009年底的�5.8%增
加至�0�0年6月30日的��.�%（�009年6月30日：�4.�%)。短期銀行貸款餘額及資產負債比
率增加乃主要由於(i)需要更多銀行貸款用作採購及業務的營運資金，以應付夏天旺季較
高的產品需求；及(ii)本集團有待收取銷售產品列為應收政府補助的部分總收入。

按利息覆蓋比率計算，本集團支付融資成本的能力於�0�0年上半年內持續改善。由於純
利增加較融資成本快，故本集團的利息覆蓋比率由去年同期的5.7倍增至截至�0�0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6.9倍。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訂立若干外幣遠期合約對沖部分可能出現的外幣波動風險。於�0�0
年6月30日，本集團就該等外幣遠期合約所承擔的總財務風險約為人民幣6.6百萬元。

於�0�0年上半年，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新股份。於�0�0年6月30日，本公司發行了股本人
民幣4.5百萬元，已發行股份為5�0,874,000股。所有已發行股份均為普通股。

由於本公司錄得期內純利大幅增長，故於�0�0年6月30日的股東權益增加至人民幣�,�5�.9
百萬元（�009年��月3�日：人民幣�,845.9百萬元）。

根據本公司所採納的購股權計劃，於�0�0年6月30日，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可認購本公司
49,460,000股新股份。

除上文所述外，於回顧期內及回顧期結束時，本公司並無發行其他股本或債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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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009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用於）來自經營活動的淨現金 (623.8	)	 35�.0

來自（用於）投資活動的淨現金 113.5		 (�63.8 )

來自融資活動的淨現金 575.1		 ��0.5

現金及等同現金增加淨額 64.8		 308.7

於6月30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 497.6		 569.5   

於�0�0年上半年內，本集團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及短期銀行貸款撥付其營運資金。於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營業額大幅增加，因此，(i)本集團採購原材料及囤積存貨以滿足產
品需求所需的營運資金增加；(ii)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亦隨有關營業額增加；及(iii)於
�0�0年6月30日本集團尚待收取銷售節能產品部分所得款項，為高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
人民幣463.�百萬元。因此，本集團錄得營運資金變動後經營現金流出。於截至�0�0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6�3.8百萬元（�009年6月
30日︰現金流入人民幣35�.0百萬元）。於�0�0年上半年內，本集團向銀行籌借銀行貸款
人民幣�,5�8.3百萬元及償還人民幣837.9百萬元。因此，來自融資活動的淨現金為人民幣
575.�百萬元（�009年6月30日︰現金流入人民幣��0.5百萬元）。由於抵押予銀行的銀行存
款金額減少，且撥回的現金流量增加，故本集團產生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人民幣��3.5
百萬元（�009年6月30日：現金流出�63.8百萬元）。所產生的部分現金主要用作(i)主要為
營運資金需求；及(ii)本集團投資活動的資金，如就採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所付按金之
投資活動。

基於前述各項，本集團於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產生現金盈餘人民幣64.8百萬元
（�009年6月30日︰淨現金流入人民幣308.7百萬元），而於�0�0年6月30日的銀行結餘及現
金則為人民幣497.6百萬元（�009年6月30日︰人民幣569.5百萬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重大投資

於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
購及出售。於回顧期末，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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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0�0年6月30日，本集團賬面總值約人民幣99�.0百萬元（�009年��月3�日︰約人民幣
�,798.3百萬元）的若干銀行存款及存貨已抵押予若干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授銀行信貸的
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

於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約43.6%之銷售乃以人民幣以外的貨幣計值，
主要為美元；而本集團產生之成本及開支則大部分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因此可能承受
外幣風險。然而，由於本集團已訂立若干外幣遠期合約，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於報告
期內保持穩定，董事相信，本集團所承受的外幣風險並不重大。

於回顧期內及回顧期結束時，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計值。董事相信本集
團就此所承受的匯率波動風險極為輕微。

本集團管理層將不時監察外幣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作進一步對沖。

或然負債

於�0�0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

於�0�0年6月30日，本集團僱有��,3�9名僱員（�009年6月30日︰ ��,989名僱員）。本集團
僱員的薪酬乃根據彼等的表現、經驗及當前行業慣例釐訂。薪酬組合會每年進行審閱。
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保障福利，包括醫療、膳食津貼、教育津貼及住房等。

為吸引、鼓勵及留聘才幹卓越的員工，本集團亦設有一項其僱員及董事均有權參與的購
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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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及未來計劃

政府很大可能一直並於�0�0年後繼續實施推廣家電如空調等政策，如「家電下鄉補貼政
策」、「家電以舊換新政策」及「節能產品惠民計劃」。這些扶持政策將於未來數年持續提高
消費者對空調產品的需求及完善產業架構。今天，促進低碳經濟日益重要，成為了全球
發展的重點主題。鑒於此一世界趨勢，於�0�0年中旬，中國政府發佈了房間空氣調節器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級，並修訂了鼓勵政策。作為節能空調先驅，本集團堅持造世界上
最好的空調，並調配資源開發及推出更多節能產品。於�0�0年下半年執行新能效標準及
鼓勵政策後，本集團有逾�,�00款型號節能空調，通過「節能產品惠民計劃」審批，佔市場
總量約��%，已面市供消費者購買。

本集團海外銷售業務於本年初已見反彈，相信將於未來數月能進一步從全球經濟復甦中
獲益。然而，出口銷售生產商之間的競爭嚴峻，於�0�0年上半年，企業只能賺取微薄
利潤。董事認為，向客戶提供物有所值的產品及優質服務，對本集團的業務發展至關重
要。為增強海外銷售的盈利能力，本集團將鞏固其於非洲、南美洲及中東現有市場的地
位，並拓展新興市場。

�0�0年上半年已達到驕人的銷售目標，本集團有信心自本年8月份踏進�0��新冷凍年度（8
月�日至7月3�日為期��個月）後能推動其銷售表現向前邁進。

本集團已為下一輪技術革新蓄勢待發及制定發展策略。於�0�0年8月初，本集團宣佈推出
全新的變頻空調，產品的能效比（ERR）達8.36，董事認為是市場上同類節能空調產品中
能效比最高的變頻空調。再度推出新空調產品，彰顯本集團的研發實力，使本集團穩踞
其於業界變頻科技的領導地位。本集團亦計劃開設首家高節能空調研究院，銳意為全球
的減碳目標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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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就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每股5.0港仙（�009年6月30日：無）
予於�0�0年9月8日（星期三）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中期股息將於
�0�0年9月�5日（星期三）或前後分派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0�0年9月6日（星期一）至�0�0年9月8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
理股東登記，於該期間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取上述擬派付
中期股息，未登記為本公司股份持有人之人士，應確保將所有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
票於�0�0年9月3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抵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8號金鐘匯中心�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
本公司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本身的企業管治常規，其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一致。於�0�0年上半年，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
載的守則條文，惟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A.�.條守則條文之情況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第A.�.條守則條文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須予以區分，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

於�0�0年上半年，李興浩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

本公司之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已清楚區分，並以書面列明。董事會主席負責讓董事會
有效運作及管理董事會事務。行政總裁主要負責制定本集團之業務及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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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於空調業具有超過�5年經驗。董事認為李先生為領導董事會之
優秀領導人，而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歸於同一名人士使本集團在發展及執行長遠業
務策略時，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貫徹之領導。因此，對本公司業務前景而言乃屬有利。

董事將不斷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的成效，用以評估是否需要作出任何修改，包括區
分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如有需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身守則」）。本公司已就是否有任何違反標
準守則及本身守則的事項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已於�0�0年上
半年內遵守標準守則及本身守則所載標準。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傅孝思先生、張小明先生及
萬君初先生組成。傅孝思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的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

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的電子版本將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本公司官方網站 
（www.china-chigo.com）及本公司於亞洲投資專訊之網頁（www.irasia.com/listco/hk/chigo/index.htm）。
本公司截至�0�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所有資料，
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刊登在上述網站及網頁 。

承董事會命
志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興浩

香港，�0�0年8月�0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興浩、雷江杭、黃國深及丁小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萬君初、張小明及傅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