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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Shibao Company LimitedZhejiang Shibao Company LimitedZhejiang Shibao Company LimitedZhejiang Shibao Company Limited****    

浙 江 世 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浙 江 世 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浙 江 世 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浙 江 世 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1057105710571057））））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摘要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摘要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摘要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摘要：：：：     集團收益約爲人民幣543,746,000元，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363,521,000元，上升約49.6%。  集團溢利約爲人民幣104,34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67,156,000元，上升約55.4%。  股東應佔溢利約爲人民幣103,404,000元，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66,353,000元，上升約55.8%。  每股盈利人民幣0.3937元，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2526元，上升約55.9%。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9元，派息率約為22.9%。   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下。本綜合年度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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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寶股份浙江世寶股份浙江世寶股份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4 543,746  363,521  銷售成本     (349,452)     (227,437)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194,294  136,084  其他收入及利益 4 4,263  3,924 銷售及分銷成本  (37,508)  (25,645) 行政開支  (40,932)  (37,277) 其他開支  (1,360)  (428) 融資成本   (1,241)  (290)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溢利           1,146           275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5 118,662  76,643  所得稅開支 6      (14,322)          (9,487)  年度溢利及綜合收益總計年度溢利及綜合收益總計年度溢利及綜合收益總計年度溢利及綜合收益總計        104,340        67,156   溢利及綜合收益總計應佔：  母公司所有人  103,404  66,353   非控制權益            936          803          104,340        67,156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0.3937元  人民幣0.25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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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財務狀况表綜合財務狀况表綜合財務狀况表綜合財務狀况表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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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599          270,632 租賃預付款項  37,729  24,647 商譽  9 -  -                                                        其他無形資產   27,230  254 預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款項  24,226  5,041 於一家聯營公司的投資   6,615  5,853 遞延稅項資產            3,696        1,994   非流動資產總值       394,095       308,421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38,007  96,28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170,978  123,36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995  21,308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17,064  11,901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300  已抵押存款                       16,363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8,938        38,609  流動資產總值        408,345        291,775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 11 35,000  -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2 116,083  71,08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5,101  36,706 應付稅項  17,326  15,268 遞延收入          173           1,234  流動負債總值       203,683       124,297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204,662       167,47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98,757       47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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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財務狀况表綜合財務狀况表綜合財務狀况表綜合財務狀况表    (續)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1 20,090  5,090 遞延收入  -  310 遞延稅負           1,890       -  非流動負債總值         21,980        5,400  資產淨值        576,777       470,499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母公司所有人應佔權益母公司所有人應佔權益母公司所有人應佔權益母公司所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資本 13 262,658  262,658 儲備   265,753  185,366  建議末期股息 7        23,639        18,386          552,050  466,410  非非非非控制權益控制權益控制權益控制權益        24,727          4,089  權益總額       576,777       47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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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權益變動表綜合權益變動表綜合權益變動表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母公司所有人應佔權益母公司所有人應佔權益母公司所有人應佔權益母公司所有人應佔權益                                                                            收購收購收購收購非控非控非控非控                        制權益制權益制權益制權益而而而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非控非控非控非控                已發行資本已發行資本已發行資本已發行資本    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股份溢價    產生的儲備產生的儲備產生的儲備產生的儲備    法定公積金法定公積金法定公積金法定公積金    保留盈利保留盈利保留盈利保留盈利    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末期股息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制權益制權益制權益制權益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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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262,658  21,144  5,736  58,622  51,897  13,133  413,190  3,886  417,076  年度溢利  - - - - 66,353 - 66,353 803 67,156 2008年已宣告末期股息  - - - - - (13,133) (13,133) (600) (13,733) 撥入法定公積金  - - - 10,612 (10,612) - - - - 2009年建議末期股息  -     -     -     -     (18,386)    18,386     -  -  -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262,658  21,144 *  5,736 *  69,234*  89,252 *  18,386  466,410  4,089  470,499  年度溢利  - - - - 103,404 - 103,404 936 104,340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  - - - - - - -        2,924 2,924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部份權益  - - - - 622 - 622 17,378 18,000 2009年已宣告末期股息  - - - - - (18,386) (18,386) (600) (18,986) 撥入法定公積金  - - - 15,728    (15,728) - - - - 2010年建議末期股息  -     -     -     -     (23,639)    23,639     -  -  -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262,658  21,144 ****  5,736 ****  84,962 ****  153,911*  23,639  522,050  24,727  576,777  * 上述儲備賬戶包括綜合儲備列入財務狀况表的綜合儲備人民幣265,753,000（二零零九年：人民幣185,3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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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財務報表附註財務報表附註財務報表附註        1.1.1.1.    公司資料公司資料公司資料公司資料      本公司是一家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二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公司法在中國註冊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其最終控股公司為浙江世寶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浙江世寶控股」），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H股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上市」）。根據2010年3月22日召開之特別股東大會及二個類別股東大會通過的特別決議案，董事會獲授權提議將公司H股自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轉至主板上市。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分別於2010年12月16日及2011年3月8日授予之批准文件，本公司H股已於2011年3月9日由創業板轉至主板上市。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汽車轉向器產品。其最終控股公司浙江世寶控股為一家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在中國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   2.2.2.2.    合併基準合併基準合併基準合併基準      自2010年1月1日起之合併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編制期間與本公司相同，採納一致會計政策。附屬公司的業績由收購日期（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當日）起合併賬目，並會於控制權終止之日前一直繼續合併賬目。所有集團內公司間的交易及分紅導致的集團內公司間餘額、交易及未實現利益及虧損均於合併賬目時全部撇銷。  附屬公司的虧損會歸屬於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引致虧損結餘。  一間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的變動（並無失去控制權）於入賬時列為權益交易。  倘本集團失去對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會終止確認(i)該附屬公司的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ii)任何非控股權益的賬面值；及(iii)於權益內確認的累計交易差額；及確認(i)所收代價的公允值；(ii)所保留任何投資的公允值；及(iii)損益賬中任何因此產生的盈餘或虧損。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確認的本集團應佔部份，將視乎情況而重新分類為損益或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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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合併基準合併基準合併基準合併基準(續)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前的綜合基準  上述若干規定已按預期基準應用。然而，以下差異於若干情況下自先前的綜合基準承前結轉：  － 本集團所產生的虧損歸屬於非控股權益，直至結餘被削減至零。任何進一步超出的虧損均歸屬於母公司，除非非控股權益擁有彌補該等虧損的約束責任。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前的虧損並無於非控股權益與母公司股東之間重新分配。  － 於失去控制權時，本集團按其於失去控制權當日應佔資產淨值比例將保留投資入賬。該投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的賬面值並無經重列。    3.3.3.3.    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經營分部資料      出於管理方面的考慮，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內地從事製造及銷售汽車轉向產品之單項業務，此等業務具有相似風險及回報。本集團的所有資產均位於中國內地。管理層檢討綜合業績，以此作出有關本集團的資源分佈及績效評估的決策。因此，並無呈列按業務活動及地區資訊的經營分部分析。   主要客戶資訊   來自經營的收益中約人民幣201,086,000 （2009：人民幣166,858,000）來自向二個主要客戶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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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其他收入及利益其他收入及利益其他收入及利益其他收入及利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扣除退貨、貿易折扣及各類政府附加費（倘適用）後所售貨品的發票淨值（扣除增值稅）。   收益、其他收入及利益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貨品銷售  545,345  364,801 減：政府附加費  (1,599)  (1,280)    543,746  363,521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政府補貼  2,050  2,280 原材料銷售  -  451 銀行利息收入  765  398 其他  1,228  776    4,043  3,905  利益利益利益利益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利益  220  19  其他收入及利益  4,263  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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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在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計算所得：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出售存貨成本  288,160  187,043 折舊  22,802  18,182 攤銷租賃預付款項  1,070  604 攤銷其他無形資產  269  88 研發成本  12,329  9,526 核數師酬金  1,200  1,100 攤銷遞延收入  (1,371)  (1,141) 商譽減值  178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  及監事的酬金）：  薪金及其他員工成本  59,055  39,055  退休成本   －定額供款  3,902  3,372    62,957  42,427  財務開支  1,241  29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減值的撥回）／減值  (2,601)  2,102 存貨減值  900  - 銀行利息收入  (765)  (398) 匯兌差額淨額  6  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利益  (22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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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沒有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二零零九年：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大陸境內附屬公司利潤按下列稅率繳納：   附註 2020202010101010        2002002002009999  本公司 (a) 25%  25% 杭州世寶汽車方向機有限公司（「杭州世寶」） (b) 15%  15% 四平市方向機械有限公司（「四平機械」） (c) 15%  15% 杭州新世寶電動轉向系統有限公司  （「杭州新世寶」） (a) 25%  25% 吉林世寶機械製造有限公司（「吉林世寶」） (a) 25%  25% 北京奧特尼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奧特尼克」） (a) 25%  無  (a) 本年度，本公司、杭州新世寶、吉林世寶及北京奧特尼克須按25%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b) 杭州世寶獲相關稅務機關批准為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因此，杭州世寶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按15%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c) 根據吉林省相關稅務機關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發出的「吉科辦字(2009)第115號」，四平機械獲批准為一家高新技術企業，並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新企業所得稅法享受15%的優惠稅率。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稅項總支銷的主要成份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溢利的所得稅撥備  －即期 15,725  9,98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331  210  －遞延 (1,734)  (710)  年內稅項總支銷 14,322  9,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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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續)    按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註冊地國家法定稅率計算的除稅前溢利適用的稅項支出與實際稅率的對賬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會計溢利 118,662  76,643 不可应税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762)  (408)  本集團須繳納所得稅的溢利 117,900  76,235  按適用稅率25%計算的稅項（2009：25％） 29,475  19,059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調整 331  210 向國內賣家購置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稅項抵免 (2,662)  (1,992) 毋須扣減所得稅的開支項目的稅務影響 362  425 向附屬公司計稅的稅項差額 (12,400)  (7,566) 稅務加計扣除費用的影響 (784)  (649)  本集團按實際稅率繳納的稅項 14,322  9,487   7.7.7.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9元  （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07元） 23,639  18,386   根據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的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案，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爲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9元合共約人民幣23,639,000元。該建議末期股息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由本公司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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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本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母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103,404,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66,353,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262,657,855股（二零零九年：262,657,855股）計算得出。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沒有存在攤薄事件，故並無披露兩個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   9999.... 商譽商譽商譽商譽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的成本，累計減值淨額   -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   178  年內減值   (178)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成本及帳面淨值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178  累計減值   (178)   帳面淨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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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73,358  128,349 減值 (2,380)  (4,981)   170,978  123,368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付貨款。信貸期一般為90日，主要客戶可延長至180日。逾期欠款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綜上所述，考慮到本集團應收貿易帳款與數目眾多的汽車製造商客戶關聯的事實，因此沒有重大集中的信用風險。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均不計利息。   按發票日計算，於報告期末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90日內 140,191  106,096  91至180日 24,661  11,098 181至365日 3,417  1,781 365日以上 2,709  4,393   170,978  12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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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續)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於一月一日 4,981  2,879 已確認減值虧損 (附註5) 162  3,076 已撥回減值虧損 (附註5) (2,763)  (974)   2,380  4,981   上述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減值撥備包括個別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撥備人民幣2,38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4,981,000元），撥備前賬面值為人民幣2,38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4,981,000元）。個別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與陷入財務困難的客戶有關，預計僅可收回部分應收款項。本集團對該等結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物或其他可提升信用的保障。   並非視為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未逾期或減值 141,249  108,372 逾期90日以下 22,097  9,617 逾期91至180日 2,504  852 逾期181至365日 2,442  1,994 逾期365日以上 2,686  2,533            170,978  123,368    既未逾期也未減值的應收賬款與數目眾多的多元化客戶關聯，該等客戶近期沒有違約歷史。   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賬款與眾多獨立客戶關聯，該等客戶與集團有良好的過往記錄。根據以往經驗，集團的董事們認為對該等結餘無需作減值撥備，因信用品質無顯著變化且該等結餘仍被認為可以全部收回。集團對該等結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物或其他可提升信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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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2010   2009     實際      實際   利率 (%)  到期日 RMB’000 利率 (%)  到期日 RMB’000  流動流動流動流動    銀行借款 – 已擔保  5.31   2010 - 2011  30,000  -  -  - 歸類為流動部分的  長期銀行借款  - 無擔保  5.96  2010 - 2011  5,000  -  -  -         35,000      - 非流動非流動非流動非流動    銀行借款 – 無擔保  5.96  2010 - 2015  15,000  -  -  -  其他借款- 無擔保  5.00   2002 - 2020  5,090  5.00  2002 - 2020  5,090          20,090      5,090               55,090         5,090             本集團        2010  2009        RMB’000  RMB’000 分析： 銀行借款的償還期：  一年內      35,000  -  第二年      13,000  -  第三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000  -  五年以上      -  -        50,000  -    其他借款的償還期：  一年內      -  -  第二年      -  -  第三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  五年以上      5,090  5,090        5,090  5,090         55,090  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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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續)  附註：  (a) 本集團的銀行授信金額人民幣 50,000,000元（2009：無），其中人民幣 20,000,000元（2009：無）已於本報告期內使用。   (b) 於本報告期末，涉及本集團銀行借款金額人民幣 30,000,000元（2009：無）之借款已由浙江世寶控股，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提供擔保。  (c)  本集團的其他無擔保借款包括由四平市財政局授予的貸款，金額為人民幣5,090,000元 （2009： 人民幣5,090,000元），其中人民幣2,530,000元的借款須於2016年償還及人民幣2,560,000元的借款須於2020年償還。      11112222....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按發票日計算，於報告期末的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未償還結餘的賬齡如下︰    90日內 97,781  58,449    91至180日 12,191  6,915    181至365日 2,442  1,629    365以上 3,669  4,096 116,083      71,089   應付貿易賬款免計利息及通常在90天至180天的期限內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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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3333....    已發行資本已發行資本已發行資本已發行資本         股份面值股份面值股份面值股份面值        內資股數目內資股數目內資股數目內資股數目        HHHH股數目股數目股數目股數目        股份總數股份總數股份總數股份總數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人民幣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1元  175,943,855  86,714,000  262,657,855  262,658   內資股目前並無於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宣派股息時，普通股持有人將有權收取股息。所有普通股均同股同權。   11114444....    承擔承擔承擔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零年零年零年零年        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二零零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     已訂約，但未撥備：  收購土地                                                               -          18,931  收購廠房及設備                  64,144  13,817   64,144  3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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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現金股息每股人民幣0.09元（含非居民企業股東之企業所得稅），總金額約為人民幣23,639,000元。就分派末期現金股息而言，內資股持有人的現金股息將會以人民幣分派及支付，而H股持有人的現金股息則以人民幣宣派但以港幣支付（人民幣與港幣兌換率將按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前五(5)個工作日，由中國人民銀行宣佈人民幣兌港元的五(5)日平均價計算），其中，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非居民企業應當就其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適用稅率為10%，由上市發行人代扣代繳。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所以，其應得之股息將被扣除企業所得稅。對於截止至登記日H股股東名冊上的所有自然人股東，本公司將不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本公司將在即將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派付末期現金股息的建議。倘獲股東批准，本公司預期約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向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登記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末期現金股息。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H股的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名列H股股東名冊的股東將有權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舉行的股東週年週年大會，以及收取末期現金股息。所有過戶檔連同本公司H股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二）下午四時半前送交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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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716舖。  在回顧年度內，本公司並無向股東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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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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回顧市場回顧市場回顧市場回顧     汽車製造和銷售汽車製造和銷售汽車製造和銷售汽車製造和銷售        二零一零年，中國汽車工業延續了上年發展態勢，在多項鼓勵汽車消費政策的作用下，汽車產銷雙雙超過1,800萬輛，創全球歷史新高，再次蟬聯全球第一。各車型全面增長，自主品牌汽車份額有所提升，汽車出口逐步恢復，大企業集團產銷規模整體提升。  二零一零年，中國汽車產銷分別達到1,826.5萬輛和1,806.2萬輛，比二零零九增長約32.4%和32.4%。其中，乘用車產銷分別達到1,389.7萬輛和1,375.8萬輛，比二零零九增長約33.8%和33.2%；商用車產銷分別達到436.8萬輛和430.4萬輛，比二零零九增長約28.2%和29.9%。二零一零年，自主品牌汽車增長高於行業平均增長，市場份額有所提升。自主品牌轎車銷售293.3萬輛，同比增長32.3%。  中國汽車零部件轉向行業趨勢中國汽車零部件轉向行業趨勢中國汽車零部件轉向行業趨勢中國汽車零部件轉向行業趨勢     中國汽車轉向器行業已具備一定的國際競爭能力，發展前景喜人。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中國汽車轉向器工業的總產值、銷售額等主要經濟指標逐年遞增，全行業不斷發展壯大，正沿著可持續發展方向進軍。  新能源汽車列入中國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將帶動相關汽車零部件的發展，包括電動轉向系統的產業化發展。規劃爭取到2020年新能源汽車產業化和市場規模達到世界第一，使新能源汽車累積數量達到500萬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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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經營業績經營業績經營業績經營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543,746,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增加約49.6%。本公司所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103,404,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增加約55.8%。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收益增加較多，總體毛利亦較二零零九年增加約42.8%。本集團收益增加主要得益於公司整體業務的增長及乘用車轉向產品的銷售大幅增長。  本集團的毛利率約為35.7%（二零零九年：約37.4%）。本集團的毛利率略有下降，主要是由於老產品的降價及成本上升。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較二零零九年增加約人民幣11,863,000元。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主要是由於銷售量增加導致運費、倉儲費和其他銷售費用增加。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行政開支較二零零九年增加約人民幣3,655,000元，然而行政開支佔收益比率較二零零九年略有下降。行政開支的增加主要是由於人員開支及研發費用的增加。  基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稅後溢利約為人民幣104,340,000元，較去年約為人民幣67,156,000元，增加約55.4%。  於回顧年度內，業務及地區部分並無重大變動。     市場推廣及新產品市場推廣及新產品市場推廣及新產品市場推廣及新產品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新獲得二款乘用車液壓助力齒輪齒條轉向器的開發專案，同時有二款乘用車液壓助力齒輪齒條轉向器產品開始批量供貨。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一款電動轉向系統產品已投放市場。同時，本集團開發的電動轉向系統配套於世博會貴賓服務用車亦獲得好評。  於回顧年度內，吉林世寶生產的精密鑄件已經在本集團的一款商用車轉向器上使用並獲得客戶良好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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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設施生產設施生產設施生產設施     於回顧年度內，吉林世寶一期建設的第一條生產線已投產，可以滿足集團當前液壓助力轉向器毛坯鑄件採購量的約40%。吉林世寶一期計畫投資三條生產線，主要產品是各類汽車零部件精密鑄件，供應集團內部市場。  於回顧年度內，杭州世寶一條全新並且更加先進的乘用車轉向器總成裝配線已投產，新增液壓助力齒輪齒條轉向器總成年裝配能力25萬台/套。  於回顧年度內，四平機械乘用車轉向節產品的年產能提升一倍，達到45萬件，以滿足一汽轎車的發展需求。  研究與發展研究與發展研究與發展研究與發展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有一項乘用車液壓助力齒輪齒條轉向器的技術已被國家知識產權局授予發明專利權。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的電動轉向系統研發專案被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授予（「國家高技術產業化示範工程」）稱號。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參與了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十二五」規劃的起草，任轉向行業副組長單位。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連續第四年被一汽轎車授予年度優秀供應商榮譽。本集團亦同時被東風柳汽、江淮汽車、北汽福田授予二零一零年度優秀供應商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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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中國汽車工業仍將呈現較好的發展態勢，一方面，中國宏觀經濟仍將快速發展，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加快，出口逐步恢復；另一方面，多項促進汽車消費政策已經退出，北京市限購政策的波及效應，用車成本將有所增加等。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以及可能出現的不確定因素，將對二零一零年中國汽車工業的發展帶來諸多影響。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預測，二零一一年中國汽車產銷增長速度為10-15%。調整結構，鼓勵和發展小排量、節能環保汽車將成為中國汽車工業發展的主基調。  本集團在轉向新產品技術的研發及產業化領域的持續投入已見成效，產品及技術已全面升級，並且形成了支援企業長期發展的系列化產品。本集團的主要客戶中有四家汽車企業排名二零一零年度中國汽車銷量前十位。本集團的主要目標市場自主品牌汽車市場的增長高於行業平均增長，市場份額持續提升。綜上所述，本集團預計未來幾年的銷售額及盈利將可以保持持續快速的增長。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543,746,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增加約49.6%。本集團收益增加主要得益於公司整體業務的增長及乘用車轉向產品的銷售大幅增長。  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94,294,000元，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136,084,000元，增長約42.8%。於回顧年間，本集團的毛利率約為35.7%（二零零九年：約為37.4%），本集團的毛利率略有下降，主要是由於老產品的降價及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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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利益其他收入及利益其他收入及利益其他收入及利益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補貼收入和利息收入等。此項收入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4,263,000元，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3,924,000元，增長約8.6%。  銷售及分銷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人民幣37,508,000元，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25,645,000元，增加約46.3%。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主要是由於銷售量增加導致運費、倉儲費和其他銷售費用增加。銷售及分銷成本佔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總營業額約6.9%，較二零零九年佔總營業額約7.1% 略有下降。  行政開支行政開支行政開支行政開支     本集團行政開支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40,932,000元，較二零零九年約人民幣37,277,000元，增加約9.8%。行政開支上升主要是由於人員開支及研發費用的增加。但是行政開支佔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總營業額約7.5%，與二零零九佔總營業額約10.3%相比明顯下降。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本集團融資成本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241,000元，較二零零九年約為人民幣290,000元明顯增加。  研發費用研發費用研發費用研發費用     本集團研發費用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人民幣12,329,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2.3%，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9,526,000元，增加約2,803,000元。  年度溢利及溢利率年度溢利及溢利率年度溢利及溢利率年度溢利及溢利率     基於上文所述因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溢利約為人民幣104,340,000元，較去年約人民幣67,156,000元，增加約55.4%。本集團的溢利率（溢利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百分比），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為19.2%（二零零九年：約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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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流動資金比率流動資金比率流動資金比率流動資金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人民幣48,938,000元，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人民幣38,609,000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金比率約為2.0（二零零九年：約2.3），速動比率約為1.3（二零零九年：約1.6）。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04,662,000元（二零零九年：約為人民幣167,478,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非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21,980,000元（二零零九年：約為人民幣5,400,000元）。  經計及本集團內部產生的資金及可供本集團使用的銀行信貸，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有足夠營運資金應付現時的需求。  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22.2%（二零零九年：約13.7%）。資產負債比率計算方法為債務淨額除以總資本及債務淨額之和。債務淨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減去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資本指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貸款及借貸總額約為人民幣55,090,000元（二零零九年：約為人民幣5,090,000元），其中人民幣2,53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2,530,000元）的借款按商業年利率5%計息（二零零九年：5%）及須於二零一六年償還；人民幣2,56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2,560,000元）的借款按商業年利率5%計息（二零零九年：5%）並須於二零二零年償還；人民幣30,000,000元（二零零九：無）的借款按商業年利率5.31%計息（二零零九：無）並須於二零一一年償還；人民幣20,000,000元（二零零九：無）的借款按商業年利率5.96%計息（二零零九：無）並須於二零一一年償還人民幣5,000,000元及二零一五年償還人民幣15,000,000元。  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和貸款及借貸主要為人民幣。  資產質押資產質押資產質押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質押存款的淨賬面值約人民幣16,363,000元（2009：無）已質押爲授予本集團的應付票據金額約RMB14,730,000元（二零零九年：無）提供擔保。  除上述披露外，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資產押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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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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北京奧特尼克北京奧特尼克北京奧特尼克北京奧特尼克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本公司與北京奧特尼克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奧特尼克」，為獨立第三方，簽署了有關股份收購的協定，以現金人民幣700萬元的代價獲得北京奧特尼克70%的股份。北京奧特尼克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萬元，其餘30%的股份由代表團隊的二位自然人持有。該項股份收購已經完成工商註冊手續。  北京奧特尼克是一家註冊於北京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致力於汽車電動轉向系統電子技術的開發及控制器相關電子元件的生產與銷售。本公司認為本次收購將加強本集團的電動轉向電子技術的後續研發能力，進一步鞏固本集團在國內汽車電動轉向系統開發與製造的領先地位。北京奧特尼克的產品目前將主要為本集團電動轉向系統總成配套。  杭州新世寶杭州新世寶杭州新世寶杭州新世寶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本公司與王朝久先生及其團隊，為獨立第三方，就技術入股杭州新世寶及聘請王先生擔任杭州新世寶總經理事宜達成協議。王先生曾在日本某知名汽車廠從事多年的汽車電動轉向系統研發及製造。杭州新世寶將專注於電動轉向系統的產業化發展並且計畫在未來五年內建成年產100萬台/套電動轉向系統的能力。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本公司與王朝久先生簽署了前述技術入股協議，王先生代表其個人及其團隊技術作價人民幣1,800萬元入股杭州新世寶。同時，本公司向杭州新世寶增資人民幣200萬元。該項入股及增資已完成工商註冊手續。完成註冊後，杭州新世寶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6,000萬元，其中本公司持有70%的股份，王朝久代表其個人及其團隊持有30%的股份。  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十九章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主板上市規則」) 第十四章的規定，上述兩項分别與北京奧特尼克和王朝久先生及其團隊(所有均獨立第三方)之交易為無須予公佈的交易。  外幣風險外幣風險外幣風險外幣風險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及採購主要以人民幣為單位。本集團並無承受重大外幣風險。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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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僱員僱員僱員資資資資料料料料及薪酬政策及薪酬政策及薪酬政策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1,592名僱員（二零零九年：1,179名）。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員工薪金及福利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62,957,000元（二零零九年：約為人民幣42,427,000元）。本集團按照市場慣例為僱員提供可觀的酬金福利，並根據中國相關法規提供退休福利。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本公司H股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開始在創業板上市和及後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H股轉至主板上市以來，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股份。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制訂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核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及內部控制系統。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周錦榮先生、陳國峰先生及張美君女士。周錦榮先生及陳國峰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張美君女士則為非執行董事。周錦榮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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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一直遵守主板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董事長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兼任。張世權先生於回顧年度內出任本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張世權先生為本公司的創辦人，負責整體策略籌劃、業務發展及新產品銷售及市場策略。有鑒於本公司業務的性質，董事會認爲，目前管理架構安排對於回應市場轉變及落實策略計劃頗具效率。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此管理架構安排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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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之嚴謹程度不下於主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並不知悉於回顧年度內無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交易必守標準及操守守則之情況。      承董事會命 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世寶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兼總經理 張世權張世權張世權張世權   中國˙浙江˙杭州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世權先生、張寶義先生、湯浩瀚先生、朱頡榕先生及張蘭君女士，非執行董事張世忠先生、張美君女士及樓潤正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春智先生、陳國峰先生及周錦榮先生。  本公告將刊登於聯交所網頁((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頁(http://www.zjshib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