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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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OBI Development Co., Ltd.
摩 比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47）

截 至 2010 年 6 月 30 止 六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 收入下跌約15.9%至人民幣4.033億元。

　　

‧ 毛利率由2009年上半年約28.0%下跌至2010年上半年約26.7%。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2,500萬元，下跌約58.3%

　　

‧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3.14分。

由摩比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組成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業績及2009年同期比較數字。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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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403,315 479,377

銷售成本 (295,613) (345,296)

毛利 107,702 134,081

其他收入 3 4,923 2,872

研發成本 (20,140) (17,038)

分銷及銷售開支 (23,050) (24,625)

行政開支 (37,378) (22,863)

財務成本 4 (3,035) (1,690)

稅前利潤 29,022 70,737

所得稅開支 5 (4,016) (10,745)

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的期間利潤及

　全面收入總額 6 25,006 59,992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分） 8 3.14 13.54

　－攤薄（人民幣分） 8 3.05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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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2010年6月30日

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2,888 118,175
　預付租賃款項 20,918 21,154
　遞延稅項資產 6,518 7,330

170,324 146,659

流動資產
　存貨 336,289 315,457
　貿易應收賬款 9 388,220 330,013
　應收票據 113,260 201,52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3,340 28,383
　可收回稅項 2,043 —
　已抵押銀行結餘 24,844 26,545
　銀行結餘及現金 433,863 553,263

1,321,859 1,455,18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0 306,056 310,025
　應付票據 71,443 170,278
　其他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 50,747 58,267
　應付稅項 4,377 12,922
　短期銀行借款 77,016 127,135
　遞延收入 746 765

510,385 679,392

流動資產淨額 811,474 775,79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81,798 922,451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3,147 3,499

資產淨額 978,651 918,952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6 5
　儲備 978,645 918,9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股權 978,651 91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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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16有關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不包括財務報表所需一切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

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採用於2010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強制採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

釋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目前及過往報告期間之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改進2010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對首次採納者披露比較數字之有限度豁免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4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2

　－詮釋第19號

1 於2010年2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10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10年7月1日及2011年1月1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1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201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引進金融資產分類與計量之新規定，於2013年1月1日起生效，准予

提前應用。該準則規定，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認金融

資產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i)根據目標為收取合約現金流的業務模式持有之債務投資；

及 (ii)合約現金流僅為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的未償還本金及利息之債務投資。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

本投資按公平值計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與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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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呈報截至2009年及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分部

資料。營運分部按本集團最高營運決策人（「最高營運決策人」，即本公司行政總裁）為分配資源及評

估表現而定期審閱有關本集團各組成部分的內部報告區分。向最高營運決策人呈報的資料主要關於

天線系統、基站射頻子系統及覆蓋延伸方案三大產品類別。

並無為評估表現及資源分配而向最高營運決策人呈報分部資產及負債，因此亦無呈列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的可呈報分部如下：

天線系統－製造及銷售天線系統及相關產品

基站射頻子系統－製造及銷售基站射頻子系統及相關產品

覆蓋延伸方案－製造及銷售各種覆蓋產品

有關分部收入及分部業績的資料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天線系統 132,409 212,475

　基站射頻子系統 196,263 209,209

　覆蓋延伸方案 74,643 57,693

403,315 479,377

分部業績

　天線系統 35,014 53,527

　基站射頻子系統 41,092 46,903

　覆蓋延伸方案 11,456 16,613

87,562 117,043

分部業績與稅前利潤對賬：

其他收入 4,923 2,872

其他開支 (60,428) (47,488)

財務成本 (3,035) (1,690)

稅前利潤 29,022 7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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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天線系統 1,770 1,982

　基站射頻子系統 2,771 1,888

　覆蓋延伸方案 956 598

　分部總計 5,497 4,468

　未分配金額 2,705 2,565

　集團總計 8,202 7,033

研發成本︰

　天線系統 7,453 7,557

　基站射頻子系統 9,814 7,415

　覆蓋延伸方案 2,873 2,066

　集團總計 20,140 17,038

上文呈報的收入為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截至2009年及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分部間銷售。

可呈報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2009年12月31日之年報的會計政策相同。本集團於決定分配資源

予各呈報分部及評估其表現時，不會將其他收入、分銷及銷售開支、行政開支、財務成本及所得稅

開支分配予個別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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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全面披露資料：

有關產品的資料

可呈報分部內各類似產品組別的收入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天線系統

　CDMA/GSM固定下傾天線 (1) 29,277 71,663

　CDMA/GSM遠程電調下傾天線 (1) 13,873 26,452

　PHS天線 — 90

　八木天線 — 122

　W-CDMA天線 (3) 44,788 38,985

　TD-SCDMA天線 (3) 2,657 21,998

　多頻／多系統天線 (1) 10,043 —

　微波天線 13,033 24,967

　其他天線 18,738 28,198

132,409 212,475

基站射頻子系統

　CDMA2000射頻器件 (3) 19,713 59,420

　CDMA射頻器件 (2) 3,388 15,426

　GSM射頻器件 (2) 159,466 88,241

　CDMA/GSM射頻器件 (2) — 22,290

　TD-SCDMA射頻器件 (3) 306 395

　W-CDMA射頻器件 (3) 8,676 22,256

　其他器件 4,714 1,181

196,263 209,209

覆蓋延伸方案

　室內天線 1,212 663

　美化天線 (1) 20,736 17,181

　其他產品 19,480 8,605

　電纜 33,215 31,244

74,643 57,693

403,315 479,377

1 雙重或多重用途
2 2G相關產品
3 3G相關產品

概無向最高營運決策人呈報各類似產品組別的經營業績或個別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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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來自於有關期間對本集團總銷售額貢獻超過10%的客戶的收入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A1 105,211 57,553

客戶B2 99,428 110,273

客戶C3 93,504 185,930

1 主要來自基站射頻子系統的收入

2 主要來自天線系統及覆蓋延伸方案的收入

3 主要來自天線系統及基站射頻子系統的收入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主要於中國及海外（主要為芬蘭及印度）經營業務。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客戶所在

地劃分的地區應佔收入的地區資料分析：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355,585 437,902

海外

　印度 4,828 3,555

　芬蘭 28,316 34,591

　其他 14,586 3,329

小計 47,730 41,475

403,315 479,377

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遞延稅項資產除外）均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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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其他收入及盈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銷售無線通信天線系統、

　基站射頻子系統及

　覆蓋延伸方案產品 403,315 479,377

其他收入

政府補助金 2,840 1,587

補償收入 505 943

利息收入 1,502 198

其他 76 144

4,923 2,872

4. 財務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利息

－全部須於五年內償還 3,035 1,690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所得稅 3,204 10,670

遞延稅項 812 75

4,016 10,745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亦故毋須繳納所得稅。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

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摩比天㵟技術（深圳）有限公司（「摩比深圳」）於中國深圳成立，其適用稅率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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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8年，摩比深圳為深圳財政局、深圳市地方稅務局及深圳市國家稅務局所界定的高新科技企業公

司，因此可由2008年起三年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以1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因此，摩

比深圳於截至2009年及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稅率為15%。遞延稅項結餘已經調整，以反映預期

將於變現資產或結清負債時適用於各年度的稅率。

根據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摩比技訊技術（吉安）有限公司（「摩比吉安」）的適用稅率自2008年起為

25%。根據適用於摩比吉安的稅規，摩比吉安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豁免，自其於扣除結轉往年的所有

未到期稅項虧損後的2006年首個經營獲利年度起計為期兩年，其後三年獲寬減50%按25%稅率繳納中

國企業所得稅。因此，截至2009年及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摩比吉安的稅率則為12.5%。

截至2009年及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摩比科技（西安）有限公司的適用稅率為25%。

6.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扣除以下項目後，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8,202 7,033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36 215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95,613 345,296

匯兌虧損淨額 6,540 400

7.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確認作分派的股息︰

　2007年第二次股息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1424元 — 10,641

　2007年第二次股息每股

　　A系列優先股人民幣0.1424元 — 4,359

　2009年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03港元 19,052 —

19,052 15,000

本公司董事於2010年8月23日舉行的董事會議上／不建議派付任何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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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用以計算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數字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5,006 59,992

減︰

　2007年第二次股息每股

　　A系列優先股人民幣0.1424元 — (4,359)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25,006 55,633

普通股潛在攤薄的影響：

　2007年第二次股息每股

　　A系列優先股人民幣0.1424元 — 4,359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盈利 25,006 59,992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0年 200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95,279 410,898

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

　－轉換A系列優先股 — 168,300

　－2003年購股權 12,306 9,439

　－2005年購股權 11,734 2,676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19,319 591,313

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方法，乃根據本公司董事所估計的普通股公平值（A系列優先股除外）。

計算每股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基於根據2009年11月25日及2010年6月1日通過的股東決議案進行

的資本化發行2009年1月1日已生效的假設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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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向貿易客戶提供天線系統、基站射頻子系統及覆蓋延伸方案製造行業普遍接受的信貸期，本

公司大量產品的信貸期為30至120日左右，但若干客戶或可享有較長的信貸期，視乎價格、合同大小、

客戶的信用度及信譽而有所不同。為有效管理與應收貿易賬款相關的信貸風險，本公司定期對客戶

的信貸限額進行評估。本集團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會調查該名新客戶的信用紀錄及評估準客戶的信

貸質素。根據相關信貸審查，具有未過期亦無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將可獲得高評級。
　　
　　以下為於呈報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的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減值虧損）的賬齡分析：
　　
　 2010年 2009年

6年30日 12年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86,854 113,242

31至60日 70,518 65,595

61至90日 29,823 20,453

91至120日 21,191 11,613

121至 180日 45,344 21,181

超過180日 134,490 97,929

388,220 330,013

10. 貿易應付賬款

於呈報期末按發票日期計的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2010年 2009年

6年30日 12年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66,708 70,555

31至60日 41,172 55,324

61至90日 27,667 45,895

91至120日 93,329 102,147

超過180日 77,180 36,104

306,056 310,025

應付貿易賬款的信貸期一般為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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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收入約為人民幣4.033億元，較2009

年同期人民幣4.794億元減少15.9%。天線系統及基站射頻（「射頻」）子系統的銷售額分別

減少約37.7%及6.2%至約人民幣1.324億元及人民幣1.963億元。然而，覆蓋延伸方案產品

的銷售額增加約29.4%至約人民幣7,460萬元。運用雙頻／多頻及3G之產品的收入較2009

年同期減少約41.9%至約人民幣1.501億元。

天線系統

由2009年1月起，於向中國國內網絡運營商發出3G營運商牌照後，向中國3G網絡運營商

及網絡方案供應商銷售我們的3G相關產品（便利其部署3G網絡）錄得大幅增長，令2009年

首六個月的收入飆升。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國國內網絡運營商延遲集中採購至2010年下半年。因

此，網絡運營商提升並拓展現有網絡的工作進度慢於去年同期。此外，來自網絡方案供

應商的收入亦有所減少。因此，運用雙頻／多頻及3G之天線系統的收入較2009年同期分

別減少約46%及22%。

基站射頻子系統

中國國內網絡營運商延遲採購的項目包括本集團網絡解決方案供應商客戶（如中興通訊）

所提供的專有基站主機，故本公司向該等客戶出售專有基站內置的射頻子系統產品亦有

所延遲。然而，中國國內網絡運營商延遲採購的負面影響部分被我們的多元客戶基礎所

抵銷。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運用3G之基站射頻子系統的收入減少約65%至約人民幣

2,870萬元，而運用2G之基站射頻子系統的收入較2009年同期增加約29%至約人民幣1.629

億元。

儘管來自中興通訊的收入減少，但基於來自諾基亞西門子網絡的收入增加，抵銷了部分

減幅。來自阿爾卡特朗訊的收入亦大幅增加，是由於自2009年下半年大量投產以來其持

續向本公司下達新訂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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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延伸方案

本公司致力於打造平衡的產品組合。2010年上半年，本公司覆蓋延伸方案分部的收入較

2009年上半年增長29%。美化天線的銷售額增加約21%至約人民幣2,070萬元。電纜及相

關部件的銷售收入亦有相當增長。

客戶

中國國內網絡運營商延遲採購導致來自彼等的收入大幅減少。2010年上半年向中國網絡

運營商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的

銷售較2009年上半年分別減少約28.4%、9.8%及57.0%至約人民幣3,080萬元、人民幣9,940

萬元及人民幣1,810萬元。

中國國內網絡運營商延遲採購加上印度市場存在不明朗因素，導致來自中興通訊的收入

大幅下降。向中興通訊的銷售額減少約49.7%至約人民幣9,350萬元。然而，我們提供質

素優良產品的承諾以及與客戶建立的長期關係令來自多元化國際客戶的收入錄得強勁增

長。2010年上半年向諾基亞西門子網絡及阿爾卡特朗訊的銷售額分別增加約82.8%及較

2009年上半年增長逾十一倍至約人民幣1.052億元及人民幣3,770萬元。

毛利

由於本公司收入減少，故毛利由2009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341億元減少約人民幣2,640萬元

或19.7%至2010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077億元。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整體毛利率下降至26.7%，而去年同期為28.0%。本

公司毛利率下降主要是由於具有較高毛利率的3G相關產品的銷售減少及中國賣方間競爭

激烈所致。

運用雙頻／多頻天線及其他天線的毛利率上升抵銷了3G相關天線毛利率的下跌。因此，

回顧期內本公司天線產品的整體毛利率由約28.7%升至約32.1%。

本公司基站射頻子系統的絕大部分類型產品的毛利率有所改善，但收入較大部分來自具

有較低毛利率的GSM射頻器件，導致回顧期內整體毛利率由約26.0%略降至約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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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美化天線的毛利率進一步上升，但原材料成本波動導致電纜及其他產品的毛利率下

降。因此，本公司覆蓋延伸方案產品的整體毛利率由32.5%跌至19.5%。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增至約人民幣490萬元，是由於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的銀行利息收入上升以及

本集團所獲政府補助增加。

分銷及銷售開支

分銷及銷售開支由2009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460萬元降至2010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310萬

元，是由於天線產品銷售減少，令運輸及物流成本下降所致。所節省開支因客戶開發開

支增加所抵銷。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2009年上半年人民幣2,290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450萬元至2010年同期約人民幣

3,740萬元，是由於本公司的營運規模擴大使平均僱員人數、工資及社會福利責任增加、

辦公室及工廠維修費用上升、上市後專業及顧問費用增加以及因人民幣兌港元、美元及

歐元升值產生匯兌虧損所致。本公司相信該虧損是由於中國政府於2010年宣佈容許人民

幣兌美元的匯率每日波幅擴大，加上2010年第二季度希臘及西班牙發生主權債務危機所

致。

研究及開發成本

研究及開發成本由2009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700萬元增加約人民幣310萬元至2010年上半年

約人民幣2,010萬元，主要是由於材料成本及產品開發測試費用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2009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70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30萬元至2010年上半年約人民

幣300萬元2009年下半年的銀行借款大幅增加是由於3G牌照發出後業務擴張，故需要更

多營運資金，導致銀行借款平均未償還結餘及應付票據較去年的呈報期增加所致。若干

銀行借款已於2010年6月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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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前利潤

稅前利潤由約人民幣7,070萬元減少約人民幣4,170萬元或約59.0%至約人民幣2,900萬元。

扣稅前的淨利潤率由2009年約14.8%降至2010年約7.2%。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2009年約人民幣1,070萬元減少約人民幣670萬元至2010年約人民幣400萬

元。本公司2010年及2009年按於綜合全面收益報表內扣除的稅項除以稅前利潤計算的實

際稅率分別約為13.8%及15.2%。

報告期內利潤

2010年上半年利潤由2009年同期約人民幣6,000萬元減少58.3%至約人民幣2,500萬元，淨

利潤率約為6.2%，而2009年同期的淨利潤率為12.5%。淨利潤率下降是由於收入減少及毛

利率下跌，而研發成本及行政開支則有所上升（並無跟隨收益的短期波幅而減少）所致。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同步關注國內市場與海外市場，繼續專注於無線通信的射頻技術領

域，特別是基站射頻技術和其它無線通信的射頻技術。

客戶方面

本集團堅持著眼於全球市場，致力於為全球各領先的網絡方案供應商與網絡運營商提供

射頻技術解決方案。

本集團亦是國內少有的能同時為全球系統設備商與網絡運營商提供射頻解決方案的一站

式技術供應商。隨著行業競爭與金融危機影響，全球客戶更加關注成本、技術與質量。

與此同時，全球知名客戶對供應商都有較長週期及非常嚴格的認證要求，而本集團憑藉

成本與技術優勢目前已與眾多全球知名客戶建立深入的商業合作，相信會顯著增強本集

團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地位。本集團未來將進一步加強海外市場與國際客戶的業務發展

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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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上半年，本集團對國際網絡方案供應商客戶的銷售錄得大幅增長。本集團相信，這

些客戶都有龐大的業務規模，相較於本集團與中國網絡方案供應商的業務合作規模，本

集團相信這些國際網絡方案供應商客戶未來仍有機會帶來持續銷售增長。2010年7月，本

集團的客戶之一諾基亞西門子通信公司宣佈收購摩托羅拉公司的大部分無線網絡基礎設

施資產。由於摩托羅拉公司目前尚未是本集團的客戶，相信這一收購亦有利於本集團進

一步擴展在全球射頻技術市場的業務機會。

印度在2010年5月宣佈3G頻譜拍賣結束，本集團亦對中國通信設備商通過印度政府的安

全審查持有信心。本集團的產品曾經通過多元渠道，包括直接銷售或者作為不同設備商

客戶無線基站的一部分，銷售至印度的運營商。本集團相信，憑藉在產品技術與客戶優

勢，本集團可以從印度3G網絡建設中進一步贏得業務機會。

同時，本集團亦相信，中國網絡運營商集中招標採購將在2010年下半年進行，因此2010

年下半年中國網絡運營商與中國網絡方案供應商對本集團產品的需求較上半年將大幅增

長。本集團對2010年全年的業績充滿信心。

產品方面

天線系統產品上，受中國網絡運營商資本開支延遲影響，本集團2010年上半年天線產品

的銷售增長受到限制。本集團相信，大部份中國網絡運營商的集中招標採購將在2010年

下半年進行，因此相信2010下半年客戶對本集團的天線產品需求將恢復。本集團在TD-

SCDMA天線技術與市場份額一直位於國內行業前列。2010年中國移動的TD-SCDMA四期

網絡建設招標，預計建設基站數量約為以往各期之和，相信會帶來對本集團TD-SCDMA

天線的大量需求。

根據印度通信部 (Depart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 IT)文

件，無源天線屬於免於安全審查的電信設備。本集團在2010年上半年對印度運營商亦有

直接銷售天線產品。但由於印度政府對進口電信設備的安全審查，無線基站系統設備的

進口受到影響，因此本集團天線產品的銷售增長亦受到制約。本集團相信，印度對進口

電信設備的安全審查會有解決方案，本集團對印度市場的天線產品需求增長信心十足。

本集團亦加大與國際網絡方案供應商的天線產品合作戰略。截止目前，本集團已有數款

天線產品通過國際網絡方案供應商客戶的測試，仍有更多款的天線產品正在研發，計劃

在2010年內完成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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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相信，與海外網絡運營商與國際網絡方案供應商的更緊密合作，在未來有機會為

本集團的天線產品帶來進一步增長。

目前全球天線產品技術仍在加快演進，集成化與多網共站已成為趨勢。本集團開發的多

頻多系統天線已有系列產品，在2010年上半年同比亦錄得快速增長。同時，本集團與客

戶緊密合作，開發LTE與Wimax系列天線，相信能帶來更多增長機會。

在基站射頻子系統產品上，本集團將致力不斷提高與國際網絡方案供應商的合作規模，

持續擴大產品系列，並向全球運營商客戶提供塔項的射頻子系統產品方案，如塔頂放大

器。基站射頻子系統產品多為客戶定制設計產品，與基站系統設備技術互相影響，因此

全球網絡方案供應商對其供應商有很高的准入門檻。本集團相信，與全球網絡方案供應

商的多年且深入的商業合作，有利於緊密跟進基站射頻的前沿技術，更貼近客戶的需求

與溝通，加深各方客戶信賴，持續加強本集團的競爭優勢。2010年上半年，本集團對國

際網絡方案供應商的射頻子系統產品錄得大幅增長，對未來增長亦信心十足。

在覆蓋延伸產品上，國內3G網絡建設的網絡優化及性能改善，除對基站天線與基站射頻

子系統的需求外，還將帶來對美化天線、射頻饋線、室內天線以及相關技術服務的需求

快速增長。

總結

　　　

本集團是國內少數能為全球網絡運營商與網絡方案供應商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的射頻技

術供應商，擁有廣泛的知名客戶和多元化的收入來源，這有利於本集團保持積極而穩定

的增長。

本公司將繼續推行客戶規模與結構的優化以及技術領先、成本領先的差異化競爭策略，

最大化3G、LTE與下一代無線技術的市場機會，提升本集團的綜合競爭力，實現集團業

績的穩健發展，創造價值回饋股東和社會。

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回顧期間本公司已從業務、供應商提供的貿易信貸、短期銀行借款及首次公開發售所得

款項所產生的現金支付本公司營運及資本需求。本公司的現金主要用作滿足本公司更大

的營運資金需求及購買本公司在中國深圳、吉安和西安生產設備所需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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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0年6月30日，本集團有淨流動資產約人民幣8.115億元（2009年12月31日︰人民幣

7.758億元），包括存貨約人民幣3.363億元（2009年12月31日︰人民幣3.155億元）、應收貿

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約人民幣5.015億元（2009年12月31日︰人民幣5.315億元）以及應付貿易

賬款及應付票據約人民幣3.775億元（2009年12月31日︰人民幣4.803億元）。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存貨平均周轉日數、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平均周轉日

數及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平均周轉日數分別為約200日（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141日）、232日（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70日）及263日（截至2009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211日）。周轉日數按有關期間相關資產／負債類別的期初及期末結餘的算術

平均值除以銷售額／銷售成本，乘以期內天數計算。因此，銷售額／銷售成本下降為周

轉日數增加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們維持充足的存貨，以應對客戶可能突然發出緊急訂

單的情況。此舉延長了平均存貨周轉日數。與此同時，由中國網點營運商導致的貿易應

收款項增加延長了應收款項平均周轉日數。整體而言，國內網絡運營商的平均信貸期一

般較全球網絡運營商及方案供應商的信貸期更長。我們向貿易客戶提供天線系統及基站

射頻子系統製造行業普遍接受的信貸期。

於2010年6月30日，本集團錄得已抵押銀行結餘約人民幣2,480萬元（2009年12月31日︰人

民幣2,650萬元）、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4.339億元（2009年12月31日︰人民幣55,330萬

元）及短期銀行借款約人民幣7,700萬元（2009年12月31日︰人民幣1.271億元）。流動比率

（流動資產除流動負債）由2009年12月31日的約2.1倍增至2010年6月30日的2.6倍。槓杆比

率（銀行貸款除以總資產）為約5.2%，而2009年12月31日的槓杆比率約為7.9%。本集團銀

行借款指定按固定利率及因應當時市場水平浮動的利率計息。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固，財務資源足以應付必要的經營資金需求及可預見的資

本開支。

外匯風險

本集團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非人民幣的貨幣令本集團面對外幣風險。我們有

外幣買賣活動，且若干應收貿易賬款及銀行結餘以美元（「美元」）、歐元（「歐元」）及港元

（「港元」）計值。我們現時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會監管情況，必要時會考慮

對沖外幣風險。

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後，我們的銀行結餘大部分以港元計值。董事會認為人民幣升

值會對本集團財務業績有不利影響。管理層正採用各種機制，降低外匯風險。本公司於

2010年6月獲得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相關批准後，已將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兌換成人

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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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使用情況

2009年12月及2010年1月，本集團共發行193,958,000股股份（包括因行使超額配股權而發

行的18,443,000股股份）。發售價為每股股份3.38港元，扣除相關費用後，首次公開發售

所得款項凈額約等於人民幣5.44億元。

於2010年6月30日，本公司已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09年12月4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

所述所得款項用途使用約人民幣1.13億元：

— 約人民幣1,200萬元、人民幣2,600萬元及人民幣100萬元分別在我們的深圳、吉安及西

安辦事處及廠房用於購買設備、建設及開發生產線及工廠樓宇；

— 約人民幣1,700萬元用於資助我們的研發工作（包括深圳研發中心的工程師、測試費及

研究材料）。約人民幣100萬元用於我們吉安廠房的產品開發，人民幣200萬元用於我

們西安研發中心的運營及擴充；

— 約人民幣5,400萬元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所得款項凈額的結餘亦將根據招股章程所述而使用。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0年6月30日，本集團有約2,500名員工。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員工成本總

額約人民幣0.57億元。本集團僱員的薪酬基於職責及行業慣例釐定。本集團提供定期培

訓，提高相關僱員的技術及專門知識，亦會根據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授出購股權及酌情花

紅。

抵押資產

於2010年6月30日，本集團有約人民幣2,480萬元的銀行結餘抵押予銀行，以獲授銀行融

資。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於2010年6月30日，本集團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之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

7,690,000元。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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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

上市證券。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10年6月30日六個月止之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已貫徹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實現本公司最大經營效能、企業價值及股東回

報。本公司運用健全管治及披露慣例，持續優化內部控制系統，增強風險控制管理及鞏

固企業管治架構。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除偏離守則條文A.2.1外，本公司已遵守分別載於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及23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

則條文及企業管治報告的規定（「企業管治規定」）。

該守則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必須分開，不得由同一人士擔任。目前，胡翔先

生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胡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之一，在電信業有豐富經驗。鑑

於本集團現處於發展階段，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士擔任上述兩個職位為本公司提供穩健

一致的領導，有助實施及執行本集團的業務策略。儘管如此，本公司仍會不時根據現行

情況檢討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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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經本公司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自本公司股份於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制訂書面職責範圍。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主要責任包括審閱及監察本公司的財務匯報系統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本集團的財務狀

況以及審查本公司與外聘核數師的關係。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認為該等報

表符合相關會計準則及法律規定並已作出充足披露。

刊登中期業績及2010年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mobi-antenna.com)。

本公司2010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刊登於上述網站及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摩比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胡翔

香港，2010年8月23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胡翔先生及王國英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屈德乾先生、邢其彬先生、閻焱先生

及羊東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天舒先生、張涵先生及包凡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