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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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3 0 5）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佈

業績

俊山五菱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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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績連同以往年度之比較數
字。

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 11,063,390  �,���,���
銷售成本  (9,983,234 ) (�,0��,��� )    

毛利  1,080,156  ���,���
其他收入 � 108,387  ��,���
分銷成本  (289,875 ) (���,�0� )
一般及行政開支  (627,060 ) (���,�00 )
持作買賣投資收益淨額  –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1,572  –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1,715 ) �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 27,152  (��,���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2,958  �,0��
融資成本 � (63,912 ) (��,��0 )    

除稅前溢利  237,663  ���,���
所得稅開支 � (55,120 ) (��,0�� )    

年內溢利 � 182,543  �0�,���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8,664  ���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91,207  �0�,���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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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各方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7,648  (��,��� )
 非控股權益  104,895  ��0,���    

  182,543  �0�,���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6,312  (��,�0� )
 非控股權益  104,895  ��0,���    

  191,207  �0�,���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  7.84分  (�.��)分    

 攤薄  5.23分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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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91,537  ���,�00  ��0,0��
預付租賃款項  32,104  ��,���  ��,���
預付租賃款項之溢價  997  �,0��  �,0��
投資物業  27,103  ��,���  �,���
無形資產  928  ���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  �,���  �,�0�
可供出售投資  360  ���  ���
交易權利之按金  174  ��0  ��0
收購土地使用權之按金  50,800  –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183,229  ��,���  ��,��0      

  1,187,232  ��0,��0  ���,���      

流動資產
存貨 �0 895,836  ���,���  �00,���
應收貸款 �� 50  ��0  ��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 (i) 4,767,834  �,���,0��  �,���,�0�
附追索權之已貼現票據 �� (ii) 1,418,202  �,���,���  ���,00�
預付租賃款項  689  ���  �0�
持作買賣投資  7  �  �
客戶信託銀行賬戶  5,373  �,���  �,��0
已質押銀行存款  952,549  ���,���  ���,�0�
銀行結餘及現金  845,433  ���,���  ���,0��      

  8,885,97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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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 (i) 6,243,018  �,���,���  �,���,���
附追索權之已貼現票據墊款 �� (ii) 1,418,202  �,���,���  ���,00�
應付股東款項  627,013  ���,�0�  ���,��0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  ��,���  �0,���
保養撥備 �� 125,665  ���,���  ��,���
應付稅項  44,100  ��,��0  ��,���
衍生金融工具 �� 54,369  ��,���  –
可換股貸款票據 �� 4,928  �,���  –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240,521  ���,���  ���,�0�
融資租賃責任－一年內到期  79  ���  ��0      

  8,757,895  �,��0,���  �,���,0�0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28,078  (�,���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15,310  ���,���  ���,0��      

非流動負債
應付股東款項  329,533  –  –
可換股貸款票據 �� 72,763  ��,���  –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2,872  �,���  ��,���
融資租賃責任－一年後到期  79  ���  ���
遞延稅項負債  9,527  �,���  �,���      

  414,774  ��,���  ��,���      

  900,536  �00,���  �0�,��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 3,961  �,���  �,���
儲備  297,613  ���,���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01,574  ���,0��  ���,���
非控股權益  598,962  ���,0��  ��0,���      

  900,536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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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乃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之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
灣仔港灣道�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樓��0�-��0�室。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從事製造和買賣發動機及其部件、汽車零部件及
附件、專用汽車以及原材料採購服務、用水及動力供應服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營運。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
計值，而人民幣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政策變動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以下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業務合併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就改進於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詮釋第�號 財務報表之呈報－借款人對包含須應要求
  而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呈
報之金額及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詮釋第�號財務報表之呈報—借款人對包含須應要求而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香
港詮釋第�號」）闡明借款人應將附有賦予放款人無條件權利隨時要求還款條款（「須應要求而
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詮釋第�號。香港
詮釋第�號須追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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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香港詮釋第�號所載之規定，本集團已變更有關分類具有須應要求而償還條款之定
期貸款之會計政策。過往有關定期貸款之分類乃根據載於貸款協議之議定預期還款日期釐
定。根據香港詮釋第�號，具有須應要求而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被分類為流動負債。

因此，包含須應要求而償還條款、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賬
面總值分別約為人民幣��,��0,000元及人民幣�,0��,000元之銀行借貸已由非流動負債重新
分類為流動負債。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總值約為人民幣��,���,000元之銀行
借貸（須於報告期末後一年後償還，但包含須應要求而償還條款）已分類為流動負債。應用
香港詮釋第�號對現行及過往年度呈報之損益並無影響。

該等定期貸款呈列於金融負債之到期日分析之最早時間段。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
況之影響如下︰

 於    於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原列）  調整  （重列）  （原列）  調整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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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借貸 － 一年內到期 ���,0��  �,0��  ���,�0�  ��0,���  ��,��0  ���,���

銀行借貸 － 一年後到期 �0,���  (�,0�� ) ��,���  ��,���  (��,��0 ) �,���           

 ���,���  –  ���,���  ���,�00  –  ���,�00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對首次採納者於披露
  比較數字之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關連方披露�

 （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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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
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加入對金融負債及終
止確認之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所有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之
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根據業務模式以收取合約現金流
量為目的所持有，及僅為支付本金額及未償還本金額利息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一般
於其後會計期末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乃於其後會計期末按公平
值計量。

就金融負債而言，主要變動乃與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有關。尤其是，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而言，因金融負債信貸風
險有變而導致其公平值變動之款額乃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報該負
債信貸風險變動之影響會產生或增加損益之會計錯配，則作別論。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而
導致其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目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指定為按
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全部公平值變動款額均於損益中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
用。

董事預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將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本集
團綜合財務報表採納以及應用新準則可能對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所呈報之金額有重
大影響。然而，在未完成詳細審閱前，要作出合理之估計並非實際可行。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
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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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資料集中於所交
付或所提供類型之貨物或服務。此亦為本集團劃分之基準。

具體說來，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本集團之可報告分部劃分如下：

‧ 製造及銷售發動機及其部件

‧ 製造及銷售汽車零部件及附件

‧ 製造及銷售專用汽車

‧ 原材料貿易、用水及動力供應服務

‧ 其他（包括物業投資、證券買賣及孖展融資服務）

分部溢利指各分部在未分配中央行政費用、銀行利息收入、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衍生金
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持作買賣投資收益或虧損淨額、購股權開支、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
績、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及融資成本前所賺取之溢利。此為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之
方式，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

本集團資產乃根據分部業務作出分配。然而，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已質押銀行存款以
及銀行結餘及現金並非分配至分部。

本集團負債乃根據分部業務作出分配。然而，應付股東款項、衍生金融工具、可換股貸款
票據、銀行借貸、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計入其他之內）並非分配至分部。

分部間銷售額乃按現行市場價格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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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之除稅前溢利及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原材料
       貿易、用水
 發動機  汽車零部件    及動力供
 及其部件  及附件  專用汽車  應服務  其他  抵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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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
 對外銷售 3,589,536  5,230,910  1,555,380  685,984  1,580  –  11,063,390
 分部間銷售 291,393  109,716  109,857  3,394,908  –  (3,905,874 ) –             

合計 3,880,929  5,340,626  1,665,237  4,080,892  1,580  (3,905,874 ) 11,063,390             

分部溢利（虧損）	 214,348  65,418  26,870  25,790  (14,634 )   317,792
         

銀行利息收入             18,76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2,958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27,152
購股權開支             (25,689 )
中央行政成本             (39,261 )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1,715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1,572
融資成本             (63,912 )             

除稅前溢利             237,663
             

其他資料

資產添置 109,518  123,311  11,849  70,072  380    315,13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053  37,413  3,920  10,579  669    79,634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  751  –  –  –    751
預付租賃款項溢價撥回 –  25  –  –  –    2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580  5  112  (424 ) 250    523
存貨撥備 –  –  1,186  –  –    1,186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分部資產 2,574,426  3,666,478  509,953  1,486,009  38,357    8,275,223
 已質押銀行存款             952,549
 銀行結餘及現金             845,433             

綜合資產             10,073,205
             

負債
 分部負債 2,297,215  3,066,878  516,779  1,891,798  13,549    7,786,219
 應付股東款項             956,546
 衍生金融工具             54,369
 可換股貸款票據             77,691
 銀行借貸             243,393
 其他             54,451             

 綜合負債             9,17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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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
       貿易、用水
 發動機  汽車零部件    及動力供
 及其部件  及附件  專用汽車  應服務  其他  抵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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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入
 對外銷售 �,���,���  �,0��,�0�  ���,���  ���,���  �,���  –  �,���,���
 分部間銷售 ���,���  ��,���  ���,�00  �,�0�,���  –  (�,���,0�� ) –             

合計 �,���,�0�  �,���,���  �,0��,���  �,���,���  �,���  (�,���,0�� ) �,���,���             

分部溢利（虧損）	 ���,���  �,���  ��,�0�  ��,���  (�0,��� )   ���,���
         

銀行利息收入             �0,���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 )
持作買賣投資收益淨額             �
購股權開支             (��� )
中央行政成本             (��,��� )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0
融資成本             (��,��0 )             

除稅前溢利             ���,���
             

其他資料

資產添置 ��,���  ��,���  ��,0��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0��  ��,���  �0,���  �,0��  ���    ��,���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  –  –  –  –    ���
預付租賃款項溢價撥回 ��  –  –  –  –    ��
應收賬項確認減值 �0�  ���  –  –  ��    ���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收益）虧損 (��0 ) ���  (�� ) �  (�,��0 )   (�,0�0 )
存貨（撥備撥回）撥備 (��,0�� ) ��,���  –  –  –    (��,���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分部資產 �,0��,���  �,���,���  ���,���  �,���,���  ��,���    �,���,�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
 已質押銀行存款             ���,���
 銀行結餘及現金             ���,���             

 綜合資產             �,���,���
             

負債
 分部負債 �,���,���  �,���,���  �0�,�0�  �,���,0��  ��,0��    �,���,���
 應付股東款項             ���,�0�
 衍生金融工具             ��,���
 可換股貸款票據             ��,�0�
 銀行借貸             ���,�00
 其他             ��,0��             

 綜合負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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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及中國（不包括香港）。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客戶位置（不論貨物
及服務之原產地）基礎並以地區市場劃分之收入分析。

 以地區市場劃分之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不包括香港） 11,061,810  �,���,���
香港 1,580  �,���   

綜合 11,063,390  �,���,���
   

(b) 非流動資產

以下為以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之非流動資產賬面值分析：

 非流動資產之賬面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香港 29,844  ��,���
菲律賓 174  ��0
中國（不包括香港） 1,157,214  ���,���   

 1,187,232  ��0,��0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向單一客戶上汽通用五菱（定義見附註��）所作銷售之收入來自：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發動機及其部件分部 2,667,317  �,���,���
汽車零部件及附件分部 4,765,864  �,���,0��
專用汽車分部 234,138  –
原材料貿易、用水及動力供應分部 330,723  �0�,���   

 7,998,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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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貨物 11,061,810  �,���,���
來自證券買賣及孖展融資的佣金及利息收入 980  �,���
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600  ���   

 11,063,390  �,���,���
其他收入 108,387  ��,���   

 11,171,777  �,���,���
   

其他收入之詳情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廢料及廢部件 62,155  ��,���
銀行利息收入 18,766  �0,���
項目收入 8,993  �,�0�
收回過往撇銷之應收賬項 8,097  –
維修及保養之服務收入 5,016  �,���
機械租金收入 1,380  �,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813  –
外匯收益淨額 52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  �,0�0
持作買賣投資之股息收入 –  ��
其他 2,645  �,0��   

 108,387  ��,���
   

5. 融資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關以下各項之利息：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1,453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貸 7,265  �,���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貸 383  ���
 －應收票據墊款 46,345  ��,�0�
 －融資租賃責任 47  �0
 －可換股貸款票據（附註��） 8,419  �,��0   

 63,9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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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項支出指：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52,704  ��,���
  就購置中國合資格資產之稅項減免 –  (�,���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81 ) (�,��0 )   

 52,423  ��,���   

遞延稅項
 本年度 2,697  �,���   

 55,120  ��,0��
   

香港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計算。

由於本集團擁有過往年度滾存可動用稅項虧損，以抵銷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
兩年期間均並無對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及新稅法實施條例，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於中國
成立實體之稅率為��%。

根據財稅[�00�]第�0�號稅務通知，以及中國國務院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六日頒佈之新稅法
實施條例，除柳州五菱汽車工業有限公司（「五菱工業」）外，本集團在中國的所有主要經營
附屬公司直至二零一零年為止將繼續享有優惠所得稅率��%，原因為(i)該等公司位於中國
西部地區；(ii)彼等的主營業務屬於國家重點鼓勵發展的產業和技術目錄；及(iii)彼等來自
主營業務的銷售收入佔總收入超過�0%。

根據柳市柳南國稅備字[�0�0]第00�號稅務通知，五菱工業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亦有
權享有優惠所得稅率��%。

新稅法亦規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就中國附屬公司賺取之溢利進行分派須繳納預
扣稅，故已就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未分派盈利之遞延稅項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九
年：人民幣�,�0�,000元）作出撥備，並於綜合全面收益報表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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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內溢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董事酬金 10,519  �,���
其他員工成本 445,968  ��0,���
退休金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59,849  ��,���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不包括董事） 20,913  –   

員工成本總額 537,249  ���,��0

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600 ) (��� )
賺取租金之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
 （包括維修及保養） 3  ��   

租金收入淨額 (597 ) (��� )   

核數師酬金 1,966  �,�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附註） 9,983,234  �,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9,63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523  (�,0�0 )
就應收賬項確認之減值虧損 2,554  ���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包括在一般及行政開支） 751  ���
預付租賃款項溢價撥回（包括在一般及行政開支） 25  ��
研究及發展開支（包括在一般及行政開支） 83,901  ��,���
收回過往撇銷之應收賬項 (8,097 ) –
   

附註：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包括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存
貨撥備及撥備撥回之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000元及（人民幣��,���,000元）。

8. 股息

年內概無宣派或派付中期股息。董事不建議派付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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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盈利（虧損） 77,648  (��,��� )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貸款票據之利息 8,419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27,152 ) –   

 58,915  (��,��� )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90,095  ���,���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貸款票據 136,986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27,081  ���,���
   

由於行使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發行尚未行使之可換股貸款票據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故於
計算二零零九年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行使有關兌換權。

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場價格，
故於計算有關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時並無假設行使有關購股權。

用於計算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二零一一
年三月八日之公開發售（定義見附註��）作出調整。

10. 存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589,926  �0�,0��
在製品 100,005  ��,���
製成品 205,905  ���,���   

 895,8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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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貸款

應收貸款包括應收孖展客戶賬款為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000元）。

應收孖展客戶賬款乃以相關已質押證券作抵押、須應要求而償還及按實際年利率�0%至
��%（二零零九年：�0%至��%）計息。鑒於本公司董事認為賬齡分析與證券孖展融資業務之
性質無關，故並無披露賬齡分析。

12.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附追索權之已貼現票據

(i)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項及應收票據
 －關連方（附註a） 2,243,699  �,��0,���
 －柳州五菱集團（附註b） 76,414  ��,���
 －第三方 1,967,000  �,��0,���   

 4,287,113  �,���,���
減：呆賬撥備 (5,551 ) (�,0�0 )   

 4,281,562  �,���,0��   

其他應收款項：
 開支之預付款項 10,958  �,���
 購買原材料之預付款項（附註c） 459,677  ���,�00
 應收增值稅 –  �,���
 其他 15,637  ��,���   

 486,272  ���,0�0   

 4,767,834  �,���,0��
   

附註：

(a) 該關連方為上汽通用五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而本公司主要
股東柳州五菱持有其�.�%（二零零九年：��%）股本權益。

(b) 即柳州五菱及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本集團除外）（統稱「柳州五菱集團」）。

(c) 結餘包括已付上汽通用五菱之金額約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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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發票日期之應收賬項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零至�0日 4,197,390  �,���,0�0
��至��0日 52,135  ��,0��
���至���日 20,011  ��,���
超過���日 12,026  ��   

 4,281,562  �,���,0��
   

(ii) 附追索權之已貼現票據

該金額指給予銀行附追索權之已貼現票據，並於��0日內到期。本集團將貼現所得款
項全數確認為負債（載於附註��(ii)）。

13.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及附追索權之已貼現票據墊款

(i)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
 －第三方 5,704,634  �,���,��0
   

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

零至�0日 5,667,643  �,�0�,���
��至��0日 7,777  ��,���
���至���日 16,416  �,�0�
超過���日 12,798  �0,�0�   

 5,704,634  �,���,��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38,384  ���,���   

 6,243,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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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證券買賣及經紀業務所產生之應付賬項之還款期為交易日後兩日。於二零一零
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應付賬項並不重大。本集團就購買貨物而獲得
其貿易供應商提供之平均信貸期為�0日至��0日。

(ii) 附追索權之已貼現票據墊款

該金額指本集團給予銀行附追索權之已貼現票據，作為銀行借貸之擔保（見附註
��(ii)）。該等銀行借貸之實際年利率範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實際年利率 1.80%至2.25%  �.�0%至�.��%

14. 保養撥備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
本年度增提撥備 ��,���
使用撥備 (��,��0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本年度增提撥備 ��,���
使用撥備 (��,��0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保養撥備指管理層根據給予其專用汽車、汽車零部件及發動機客戶兩年產品保養期所作之
最佳估計。然而，根據對不良產品之過往經驗及業內平均水平，預期該筆開支大部份將於
下個財政年度內產生。

15. 衍生金融工具╱可換股貸款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本公司按面值發行本金總額達�00,0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
幣��,0��,000元）之可換股貸款票據（「二零一四年到期可換股票據」）予五菱香港。二零一四
年到期可換股票據以港元計值，設定年利率為�%，並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到期。二零
一四年到期可換股票據賦予持有人由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起計至到期日前第五個營業日
止期間之任何營業日將全部或部份本金額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兌換價為每股普通股0.��
港元，惟可因應反攤薄影響予以調整。倘未獲轉換，則二零一四年到期可換股票據將於到
期日按面值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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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註��所述之按折讓價配售及認購股份，自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起，二零一四年到期
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由每股0.��港元調整為每股0.��港元。

於年內，二零一四年到期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份變動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年初 77,402  ��,���
實際利息支出 8,419  �,��0
已付利息 (5,220 ) –
匯兌差額 (2,910 ) (��� )   

於年末 77,691  ��,�0�
減：計入流動負債之款項 (4,928 ) (�,��� )   

於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72,763  ��,���
   

於年內，二零一四年到期可換股票據之兌換權部份之公平值變動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年初 83,861  ��,���
年內公平值變動 (27,152 ) ��,���
匯兌差額 (2,340 ) (��� )   

於年末 54,369  ��,���
   

評估二零一四年到期可換股票據之價值時應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i) 負債部份之估值

於初步確認時，負債部份之公平值乃根據與本集團概無關連之獨立專業估值師中證評
估有限公司作出之估值計算，並按合約釐定之未來現金流量按規定收益率��.��%折現
之現值計算，未來現金流量乃經參考本公司信貸評級及到期前尚餘時間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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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兌換權部份之估值

兌換權部份於初步確認時及報告期末使用與本集團概無關連之獨立專業估值師威格斯
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提供之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按公平值計量。於各日期該模式之
輸入數據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價 0.92港元  �.��港元
換股價 0.73港元  0.��港元
預期股息率 0%  0%
波幅 68.90%  ��.00%

16. 股本

 二零一零年及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法定股本：
 ��,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港元之普通股 �00,000
 �,���,�00,000股每股面值0.00�港元之可兌換優先股 �,��� 

 �0�,���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於年初 917,288,049  ���,���,0��  3,669  �,���
 發行新股份（附註） 84,008,000  –  336  –
 行使購股權 2,080,000  –  8  –       

於年末 1,003,376,049  ���,���,0��  4,013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財務報表中列為     3,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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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兩名配售代理訂立有條件股份配售協議，據此，該
等配售代理同意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盡最大努力以配售價每股0.��港元為
本公司最多配售��0,000,00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配售協議」）。配售價較本公司股份於二零
一零年一月二十日（即配售協議日期前之最後交易日）之收市價折讓約��.��%。

同日，本公司與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五菱香港訂立一份有條件股份認購協議，據此，五菱香
港將按認購價每股0.��港元認購最多��,�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最終認購股份數目將參考
根據配售協議最終配售之股份數目釐定。

上述配售事項及股份發行互為條件，而其各自之先決條件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獲達
成。由此，該等交易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完成，而本公司據此分別向獨立承配人及
五菱香港發行��,��0,000股及��,���,000股普通股。

17. 報告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四日，本公司公佈按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每持有�股股份可獲發�股發
售股份之基準進行供股股份之公開發售（「公開發售」）。公開發售涉及按每股發售股份0.�0
港元之價格發行不少於���,���,���股但不多於���,���,���股發售股份。

公開發售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五日之通函。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公開發售。

公開發售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完成，詳情載於本公司同日之公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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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回顧－主要業務部門

本集團之四個主要業務分部，即(�)發動機及部件；(�)汽車零部件；(�)專用汽車及； 
(�)貿易及供應服務，二零一零年度之經營業績及評論詳情如下：

發動機及部件－柳州五菱柳機動力有限公司（「五菱柳機」）

截算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發動機及部件分部之營業額（以對外銷售
為基準）為人民幣�,���,���,000元，較去年增加��.�%。本年度之經營溢利為人民幣
���,���,000元，較去年輕微增加�.�%。

由五菱柳機負責營運的發動機及部件分部，繼續為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度經營溢利內之最
主要貢獻者。

在本年度期間，五菱柳機繼續為本集團提交一份堅實的業績。五菱柳機錄得理想業績之
主要原因，乃由於市場對各主要型號產品的需求持續殷切所致。總銷售量突破�00,000
台，代表了連續一年之創紀錄數字。二零一零年上汽通用五菱業務之擴大和其它客戶之
訂單不斷增加，有利於該分部之業務表現。此外，由於銷售給其它客戶之數量增多，銷
售予上汽通用五菱以外客戶之總銷售量百分比，於本年度內進一步增至超過�0%。五菱
柳機目前之發動機產品現提供給包括上汽通用五菱、一汽海馬、吉奧汽車、資陽南駿汽
車、北汽福田、綿陽華鑫在內之多家汽車製造商。五菱柳機之產品亦出口至海外市場，
當中包括印尼、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國及美國。五菱柳機于去年成功推出之農業機械
也開始為本年度期間之業務表現作出貢獻。

在原材料成本輕微上漲及規模經營持續穩定之情況下，經營溢利率為�.0%，維持去
年度所錄得毛利率業績�.�%之接近水準。與此同時，該分部之研發費用約為人民幣
��,��0,000元，較去年增加��.�%。該研發費用主要用於新產品及新型號之持續技術發展
專案，未來將為此分部之利潤帶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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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菱柳機目前裝配功能之總生產能力每年約為�00,000台。生產發動機汽缸有色金屬零
件的新生產線已於二零零八年正式投產，並開始為此分部之業務表現帶來貢獻。新生產
線所生產之部件，主要用於上汽通用五菱現時之型號及其他新客戶。與此同時，該分部
另一項技術改造方案，即缸體及缸蓋鑄造生產線，於年內之進展狀況令人滿意。該項以
�00,000台為標定產能、及進一步加強本集團發動機業務能力為目標之專案，預計在二零
一一年初開始運作。

如上所述，五菱柳機年內繼續穩步擴展其業務至其它汽車製造商。二零一零年度銷售總
量當中約��%乃源自上汽通用五菱以外之客戶。同時，新產品如發電機及農業機械之推
出，也將為該分部帶來新的商機。該項以促進更加多樣化之產品及客戶組合為目標之策
略，將增進發動機分部未來長期業務發展之潛力。

由五菱柳機生產之發動機主要用於經濟微車，產品榮獲中國「國家免檢產品」。其「LJ」型
號也被確認為廣西省著名商標。展望未來，五菱柳機將繼續關注研究和發展，以及其新
產品之行銷方案，如L��，L��及LJ���等型號，以保持其在此細分市場之競爭力。

本集團預期，上汽通用五菱及其它客戶對該等型號之強勁市場需求，在二零一一年將繼
續有利於該部門之業務表現。

汽車零部件－柳州五菱汽車聯合發展有限公司（「五菱聯發」）

截算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汽車零部件分部之營業額（以對外銷售為基
準）為人民幣�,��0,��0,000元，與去年稍增�.�%。隨著青島廠房營運之日漸改善，盈利情
況逐步回復合理水平，本年度之經營溢利為人民幣��,���,000元。

由五菱聯發營運之汽車零部件分部，由於在二零一零年之市場需求保持強勁，繼續為本
集團之總收入貢獻最大之部門。

在本年度期間，五菱聯發，作為向上汽通用五菱供應大部分關鍵汽車配件之主要供應
商，再度錄得創紀錄之收入。此一矚目之業績，主要是市場上對上汽通用五菱生產之汽
車需求持續殷切所致。總銷量超逾�,�00,000台╱套，當中上汽通用五菱之銷售佔此分部
總收入約�0%。本年度營業總收入錄得令人滿意之增長，部分乃源自包括東風渝安，北
汽福田，河北長安及奇瑞等在內之其它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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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儘管較高之生產和運輸成本此等不利情況繼續為青島新工廠之運作帶來負面
影響，惟盈利表現已較去年顯著改善。與近年一樣，為應付上汽通用五菱需求之強勁增
長，汽車零部件分部之生產設施于本年度期間常處於最高產能水準以上運作。此超出負
荷之運作對青島新生產設施特別不利，導致生產成本被推高，而於二零零九年出現虧損
情況。然而，隨著機械設備之添置及運作漸趨穩定，此不利情況已經逐步改善。該分部
在本年度之研發費用大幅增加至約人民幣��,���,000元。該研發費用主要用於新產品及新
型號之持續技術發展專案，未來將為此分部之利潤帶來貢獻。

五菱聯發目前經營中國西南部最大的汽車零配件生產基地，並就其競爭綜合實力方面而
言，被確認為中國汽車零配件百強企業。其六項專門設施涵蓋制動器、底盤系統、車身
附件、塑膠件，沖焊件和座椅等產品範圍。五菱聯發分別位於柳州及青島之主要生產設
施確保更加接近華北及華南客戶之需要。柳州及青島合計之最大產能，目前每年可達
�,�00,000台╱套。

憑藉其長期累積之成熟業界經驗，五菱聯發尤擅於產品之設計及開發。為客戶所提供之
一站式服務，能為客戶提供範圍廣泛之產品。同時，其生產設施之可伸縮性，亦確保了
集團之主要客戶的生產需求，能獲得充分之照顧。

本集團預期，上汽通用五菱現有型號之業務增長及新型號之推出，將繼續推動汽車零
部件分部未來之業務收入。因此，本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簽訂合同，於青島收購
工廠廠房及若干生產設施。本集團認為新設施鄰近上汽通用五菱及集團位於青島之現
有廠房，並能即時提供可應用之設施應付該地區之強勁需求，故為拓展計劃之上佳 
選擇。

來年，五菱聯發將積極推進產品技術升級，透過優化組織結構、提升產品品質、生產管
理及工藝技術等適當措施，達致提高產品製造品質水準此目的。策略上，五菱聯發將從
過往專注商用車配套，改為逐步朝向乘用車配套此高增值領域。同時，藉著與國際化
大集團開展靈活多樣之合作，不斷拓展業務，創新求變，達致企業持續發展此一長遠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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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汽車－柳州五菱專用汽車製造有限公司（「五菱專用車」）

截算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專用汽車分部之營業額（以對外銷售為基
準）為人民幣�,���,��0,000元，較去年顯著增加��.�%。本年度之經營溢利為人民幣
��,��0,000元，較去年顯著增加��.�%。

專用汽車分部繼續積極開發新型號並擴充其產能，以應付日益增加之市場需求。並於二
零零九年，成為了中國第一家擁有新能源電動微型貨車製造資質之企業，其產品並已於
二零一零年正式推出。

在本年度期間，透過積極之市場推廣活動，五菱專用車共售出專用車超逾�0,000輛，與
去年比較，顯著增加��.�%。

營業溢利從去年錄得之�.��%輕微增加至�.��%，主要由於部分專用車銷售往離柳州較遠
之省份，較高之分銷成本持續對此分部本年度利潤帶來負面影響。

五菱專用車之汽車生產線操作完備，包含焊接、塗裝及裝配等主要生產程式。五菱專用
車生產�00多個不同類型經特別設計之汽車品種，滿足客戶之特殊需要，如觀光遊覽車、
高爾夫球車、警車、迷你消防車、郵政車、醫護車、微型廂式運輸車、冷藏車、保溫
車、保潔車及電動車等。客戶範圍上至政府部門、公共機構、經營規模大小不等之私營
企業乃至私人。產品主要在國內市場銷售（涵蓋全國��個省、直轄市），但最近已經擴展
至美國、韓國、沙地阿拉伯、南非、阿聯酋、越南等海外市場。

五菱專用車在汽車裝配業之能力源於五菱積年累月之業界經驗。事實上，五菱專用車設
計及開發之型號，冠名品牌乃為「五菱」，現已成為中國優質產品和優良服務之象徵。五
菱專用車目前是國內第一家獲得新能源電動貨車生產資質之企業，現有電動觀光車、電
動社區車、電動卡車等多種新能源汽車產品，並正在努力加強新能源之研發力度和市場
開拓，力爭在未來新能源汽車行業中佔有重要位置。新能源汽車將成為公司戰略計劃之
重要組成部份。

五菱專用車目前之總產能每年約為�0,000輛。本集團在青島建立了新的生產工廠（目前產
量約�0,000輛），以達致地區之多元化並促進優質服務及成本效益等目標。為進一步擴
展，五菱工業於最近購之青島廠房亦將整合建立若干專用車生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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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五菱專用車將繼續推進產品開發、技術改進、工藝改進等工作，具體主攻新
能源汽車。新能源車型更積極之行銷計劃將在二零一一年推出，以促進其增長潛力。

在鞏固原有市場之同時，以創新理念開拓新市場，尋求國內外市場新突破。分部將秉承
「造百姓喜愛的車」之經營理念，緊隨中國汽車工業之發展步伐，積極開拓，不斷進取，
以期為廣大用戶奉獻出具有一流水準之專用車產品。

貿易及供應服務－柳州五菱汽車工業有限公司（「五菱工業」）

截算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貿易及供應服務分部之營業額（以對外銷售為
基準）為人民幣���,���,000元，與去年比較，增加�.�%。分部間銷售（主要為向五菱聯發
之銷售）則為人民幣�,���,�0�,000元，與去年比較，增加�.�%。本年度之經營溢利為人民
幣��,��0,000元，與去年比較，減少��.�%。正在進行中之多項企業計劃導致一般及管理
費用顯著增加。

由五菱工業負責營運的貿易及供應服務部門，為本集團提供了穩定的收益流，並且在本
集團的經營溢利中錄得不俗的分部份額。

除了作為直接控股公司，五菱工業自身還保持著一個技術中心，一個培訓中心和兩個職
能部門，在原材料採購、動力供應方面向集團轄下之各成員公司、主要客戶及各供應商
提供服務。此種集中採購模式，保證了各參與機構從大宗採購及規模經營所帶來之利
益，並加強了其在業界中之競爭能力。

總部設在廣西省柳州市，並有僱員及勞務人員人數分別為�,�00人及�,�00人（包括上述三
間子公司之成員）作為後盾之五菱工業，享有鄰近主要客戶之有利條件，並為主要客戶及
其各附屬公司履行核心及有效之職能。

五菱工業最主要之經營目標可以分為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 以有競爭力之價格向客戶提供品質上乘之汽車配套產品為原則，促進其三項主要業
務之增長。並且以確立和強化市場領導地位為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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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包括集團內各公司、其客戶，供應商及其它服務提供者在內之各機構當中促進凝
聚協調之工作環境，以確保共同之經營目標，並且制定適當之經營策略；及

(�) 設計並執行有效之採購及資源配置規劃，以增強集團內各公司以及由本集團提供服
務之各個機構在業界之效率和競爭能力。

在本年度期間，貿易及供應服務分部之業務增長持續，乃由於市場對上汽通用五菱生產
之汽車之持續強勁需求所致。

另一方面，經營溢利率本年度錄得下降，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採取積極進取之企業方案而
使一般及行政開支增加導致。惟這些企業方案乃是為在中國獲得汽車工業界之商機之必
然進程，預期將有利於集團之長期業務潛力及盈利能力。

本集團預期，上汽通用五菱現有型號之業務增長及新型號之推出，將繼續推動貿易及供
應服務分部之收入。

財務回顧

綜合收益表

截算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營業額為人民幣��,0��,��0,000元，與去
年比較，增加��.�%。主要原因為受惠於本年度政府推行之有利政策、對於我們的主要客
戶－上汽通用五菱所生產的汽車，其市場需求持續強勁，以及專用車銷售增加所導致。

截算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毛利為人民幣�,0�0,���,000元。與去年比
較，增幅為令人鼓舞之��.�%。此令人鼓舞之增幅，主要由於汽車零部件分部二零一零年
之業績較去年有所改善所致。由於個別生產設施去年仍處於剛投產階段之不利情況，為
此分部之業績表現帶來負面影響。

據此，本集團毛利率從去年同期錄得之�.�%，增至�.�%。單位數之毛利率狀況，亦反映
了中國汽車工業中激烈的競爭環境。

在計入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貸款票據之公平值調整之人民幣��,���,000元利潤及因向董事
及僱員發行購股權費用人民幣��,���,000元後，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之淨利潤為人民幣
���,���,000元，與去年比較，顯著增加��.�%。與此同時，截算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則從去年之虧損轉為盈利人民幣��,���,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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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本公司向獨立第三方投資者及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柳州五菱之
全資子公司，五菱香港分別發行��,��0,000股及��,���,000股本公司新股份。發行所得款
項淨額約為港幣��,�00,000元，隨後已注入本公司附屬公司—五菱工業，為其業務提供額
外營運資金。

繼該項注資之後，本公司於五菱工業之實繳股本已從�0.�%增加至��.�%，並以此作為直
到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計算基準。

二零一零年八月，本集團透過若干金融機構及五菱香港分別獲得約為人民幣�0,000,000元
及人民幣��,000,000元之額外信貸融資，並且已經把該兩筆款項注入五菱工業以完成本集
團之未完成注資義務。

繼該項注資之後，本公司在五菱工業之實繳資本比例已從��.�%增至��%，並以此作為從
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起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計算基準。

截算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其它收入主要包括廢料銷售及銀行利息收入，總
計為人民幣�0�,���,000元，與去年比較，增幅為��.�%。其主要原因為廢料銷售價值增
加及回撥已撇除之應收賬項所導致。

截算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之銷售、分銷及保養費用主要包括運輸費
用、保修費用及其它行銷費用總計為人民幣���,���,000元，與去年比較，增加��.�%。
此增幅與集團收入之增加一致。

截算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之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薪金及福利開
支、保險費、租金及其它管理費用）之總額為人民幣���,0�0,000元。與去年比較，增幅為
�0.0%。該增幅與本集團因持續之業務擴展而產生之營運規模擴充一致，其中並包括本集
團為確保其在中國汽車業界之競爭力而進行之各種企業方案。

截算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減除有關政府資助補貼人民幣�,�0�,000元後，本
集團之研發費用總額為人民幣��,�0�,000元，與去年比較，增幅為��.�%。研發費用主要
用於新產品及新型號之持續技術發展專案及若干業務拓展計劃。

截算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融資成本為人民幣��,���,000元，與去年比較，增
幅為��.�%。該項成本包括上述本公司發行可換股票據之融資成本人民幣�,���,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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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入上述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值調整之收益及購股權費用後，本公司於截算至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每股獲利（按攤薄計算）為人民幣�.��分。

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資產及總負債分別為人民幣�0,0��,�0�,000元
及人民幣�,���,���,000元。

非流動資產總計為人民幣�,���,���,000元，主要包括物業、工廠與設備、預付租賃款項
及收購土地權益、物業、工廠及設備之按金等。

流動資產總計為人民幣�,���,���,000元，主要包括存貨共計人民幣���,���,000元、應收
賬項及其它應收款項及附追索權之已貼現票據共計人民幣�,���,0��,000元及現金及現金
等值共計人民幣�,���,���,000元（包括已質押銀行存款）。來自上汽通用五菱（本集團之
關連公司及在發動機與汽車配件業務上之主要客戶）之應收賬款為人民幣�,���,���,000
元，被列作應收賬項及其它應收款項並記錄於資產負債表內。該應收賬款受正常的商
務結算條款所約束。現金及銀行帳目餘額總額共計人民幣�,���,���,000元，其中人民幣
���,���,000元乃已質押銀行存款，作為銀行向本集團提供銀行融資之擔保。總的說來，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擁有扣除銀行借貸後的現金（未計已質押銀行存款）
總計為人民幣�0�,0�0,000元。

流動負債總計為人民幣�,���,���,000元，主要包括應付帳項及其它應付款項及銀行貼現
票據墊款共計人民幣�,���,��0,000元、應付一位股東賬項共計人民幣���,0��,000元、保
養撥備共計人民幣���,���,000元、應付稅項共計人民幣��,�00,000元、銀行借貸-（於一
年內到期）共計人民幣��0,���,000元及衍生金融工具共計人民幣��,���,000元。記錄於流
動負債項中應付一位股東賬項乃應付予柳州五菱（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五菱工業合資企
業之合股方）之賬款。本年度期間，五菱工業集團應付予柳州五菱之帳款中為數人民幣
���,���,000元之款額，已經獲柳州五菱同意將還款期延後至一年以後，此款額己被相應
地記錄為本集團之非流動負債項。衍生金融工具乃指由獨立估值師評估、包含在可換股
票據內之換股期權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

流動資產淨值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金額為人民幣���,0��,000元。

非流動負債總額為人民幣���,���,000元，主要為銀行借款共計人民幣�,���,000元及
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份共計人民幣��,���,000元，以及分別應付予柳州五菱之人民幣
���,���,000元及五菱香港之人民幣��,���,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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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在截算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營屬淨現金流入狀況，年度內經
營業務所錄得現金淨額為人民幣���,���,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結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為人民幣���,���,000
元，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告之數字增加人民幣��,�0�,000元。

集團銀行借貸款從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人民幣���,�00,000元稍增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人民幣���,���,000元。除銀行借款外，為五菱工業之注資融資，本公
司向一名重大股東發行本金�00,000,000港元、到期日為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二日之五年期
可換股票據、並且向本公司提供了一筆�00,000,000港元之股東貸款。

整體而言，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扣除銀行借貸後結存之現金淨額為人
民幣�0�,���,000元。

根據本集團銀行借貸總額及本集團之資產淨值計算，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0%。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告之資本負債比率��.0%為
低。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股本從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人民幣
�,���,000元增加至人民幣�,���,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本公司分別向獨立第三
方投資者及五菱（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柳州五菱之全資子公司及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分
別發行��,��0,000新股及��,���,000新股。發行所得款項淨額約為港幣��,�00,000元，隨
後注入五菱工業，以為其業務提供額外營運資金。此外，年內本公司因若干集團僱員行
使其所持有之購股權，共發行�,0�0,000股新股。

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主要包括股份溢價賬、實繳盈餘，並在扣除累積虧損後）於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人民幣�0�,���,000元。每股資產淨值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則為人民幣�0.0�分。

股息

年內概無宣派或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董事不建議派付末期股息（二零零九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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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後發行新股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四日，本公司宣佈以每股0.�0港元，以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每持有六
股配售一股為基準、向股東公開發售（「公開發售」）不少於���,���,���股之本公司股份
（「股份」），其詳情已分別於署期為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本公司
之通函及章程中予以披露。五菱香港－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擔任公開發售之包銷商。公開
發售之淨籌資額估計約為���,�00,000港元，其中之�0%擬用於為五菱工業集團之業務及
營運提供資金，餘款則用作本集團之一般流動資金。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據公
開發售，本公司發行了���,���,���股新股份。

購買、贖回及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二零零九
年：無）。

企業管治常規

年內，本公司已應用載列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常規守則」）（經不時修訂）所載之良好企業管治原則
及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並遵守大部份之守則條文，惟偏離常規守則第A.�.�條之若
干規定。

守則條文第A.�.�條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須作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

年內，執行董事李誠先生擔任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截至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止。
然而，經計及守則條文第A.�.�條後及本公司之未來發展，執行董事孫少立先生已於二零
一零年一月四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而李誠先生則調任為本公司副主席，並繼續擔任
本公司行政總裁一職。

董事會相信委任孫少立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後，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責任可被清晰地區分及
確定，藉此加強本公司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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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就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已採納其管理守則（「公司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
附錄十所載有關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不時修訂）。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年內一直遵守公司守則及標準守
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葉翔先生（主席）、于秀敏先生及左多
夫先生，並已按常規守則之規定成立，旨在檢討及監察（其中包括）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
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之職責範圍資料披露於本公司之網頁。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年報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之一切資料之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將會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適當時候刊登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頁(www.
hkexnews.hk)及本公司之網頁(www.dhwuling.com)。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孫少立先生（主席）、李誠先生（副主席兼行政總
裁）、韋宏文先生、鍾憲華先生、劉亞玲女士及周舍己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于秀敏
先生、左多夫先生及葉翔先生。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孫少立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