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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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61）

深圳中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公佈

深圳中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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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照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707,706 719,271
採礦權 529,779 534,029
商譽 5,240 5,240
物業、廠房及設備 7,215,504 6,697,911
投資物業 1,105,319 1,129,129
在建工程 556,890 893,546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795,569 794,34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8,079 27,579
遞延所得稅資產 115,175 105,751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4,534 82,458  

11,173,795 10,989,263  

流動資產
存貨 2,577,537 1,976,66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2,688,104 2,414,513
抵押銀行存款 202,165 158,72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08,640 1,728,245  

6,876,446 6,278,150  

總資產 18,050,241 17,26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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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與儲備
股本 673,367 673,367

股份溢價 354,513 354,513

其他儲備 439,109 439,020

未分配利潤 531,442 510,582  

1,998,431 1,977,482  

非控股股東權益 3,192,530 2,970,967  

總權益 5,190,961 4,948,449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貸款 5,824,596 5,671,172

遞延所得稅負債 346,283 346,143

政府補貼之遞延收入 568,250 535,359

其他非流動負債 114,327 114,327  

6,853,456 6,667,00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3,233,156 3,267,087

貸款 2,755,018 2,350,486

流動所得稅負債 17,650 34,390  

6,005,824 5,651,963  

總負債 12,859,280 12,318,964  

總權益和負債 18,050,241 17,267,413  

淨流動資產 870,622 626,18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044,417 11,61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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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6 4,588,143 2,925,394

銷售成本 (3,646,252) (2,306,000)  

毛利 941,891 619,394

銷售費用 (275,852) (178,091)

行政費用 (427,754) (284,632)

其他收益－淨額 94,837 95,736  

經營溢利 333,122 252,407

融資收入 10,094 6,873

融資成本 (202,756) (168,203)

應佔聯營公司除稅後溢利 9,305 1,79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9,765 92,872

所得稅 10 (34,786) (22,634)  

本期溢利 6 114,979 70,238  

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0,860 19,454

－非控股股東權益 94,119 50,784  

114,979 70,238  

人民幣元╱
每股

人民幣元╱
每股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就應佔溢利
之每股盈利
－基本 11 0.0310 0.0289

－攤薄 11 0.0310 0.0289

股息 12 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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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入報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溢利 114,979 70,238

其他綜合所得
外幣折算差額 648 –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115,627 70,238  

應佔綜合收益合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1,508 19,454

－非控股股東權益 94,119 50,784  

115,627 7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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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股本 股份溢價
應佔

庫存股份 其他儲備 合計 股東權益
非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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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結餘 673,367 354,513 353,612 317,021 1,698,513 2,125,824 3,824,337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之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19,454 19,454 50,784 70,238

非控股股東權益注資 – – – – – 300,314 300,314

二零零九年股息 – – – – – (1,685) (1,685)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673,367 354,513 353,612 336,475 1,717,967 2,475,237 4,193,204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股本 股份溢價
應佔

庫存股份 其他儲備 合計 股東權益
非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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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結餘 673,367 354,513 439,020 510,582 1,977,482 2,970,967 4,948,449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之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20,860 20,860 94,119 114,979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之其他綜合收益 – – 648 – 648 – 648

非控股股東權益注資 – – – – – 168,000 168,000
与非控制性權益的交易 – – (559) – (559) (18,443) (19,002)
二零一零年股息 – – – – – (22,115) (22,11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673,367 354,513 439,109 531,442 1,998,431 3,192,530 5,19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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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深圳中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股份已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
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製造並銷售液晶顯示器、印製電路板、手錶及鐘錶、開發
礦業資源、酒店營運及物業經營。

本公司之辦公地址為中國深圳市福田區深南中路中航苑航都大廈25樓。

除特別說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信息以人民幣單位千元列報。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
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獲董事會批准發佈。

本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主要事項

二零一一年七月，國務院國資委發出書面批复，原則同意本公司向中國航空技術國際控
股有限公司（中航國際）、中國航空技術深圳有限公司（中航技深圳）及北京瑞賽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瑞賽）收購12家公司的若干股權。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天馬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天馬）與深圳市中航光電子有限公
司訂立深圳中航光電子託管協議。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上海天馬微電子有限公司與廈門天馬微電子有限公司訂立廈門
天馬託管協議。

天馬召開董事會決定繼續推進重大資產重組工作，並重新將修改完善後的申請材料報送
至中國證監會進行審核。

2. 呈報基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
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制。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應與截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

3. 會計政策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
政策（見有關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中期期間收入之稅項乃採用對預期年度總盈利適用之稅率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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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以下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必須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首次採納。

• 國際會計準則34「中期財務報告」修正案由201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
間生效。此修正案強調了國際會計準則34中已有的披露原則，並且增加了進
一步的指導來說明如何應用這些原則。重大事件和交易的披露原則更加被強
調。附加要求包括披露公允價值計量（若重大）以及必須在最新年報中更新相
關信息。會計政策的變更影響新增的披露。

(b) 於二零一一年生效但與本集團無關之準則、修訂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

• 國際會計準則32「配股的份額」修正案由2010年2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生效。目前不適用於本集團，因為本集團並無任何股權發行。

•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14「最低資金要求的預付款」修正案，由
2011年1月1日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目前不適用於本集團，因為本集團並無
最低資金要求。

•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19「以權益工具消除金融負債」，由2010年
7月1日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目前不適用於本集團，因為本集團目前不存
在以權益工具消除金融負債。

•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公布了第三個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2010)的改進計劃。所有改進除如附註3(a)所披露的國際會計準則34「中期財務
報告」修正案以及項目對允許其他綜合收益的組成部分分析之介紹的澄清，
目前均不適用於本集團。所有改進由2011年財政年度生效。

(c) 以下新準則、新詮釋以及準則及詮釋的修訂經已頒布，但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
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並無獲提早採納：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9「金融工具」針對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的分類、計量及終止
確認。該準則不需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前應用，但可提早採納。

由於新準則僅影響被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化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負
債的會計處理，且集團不持有任何此類金融負債，所以集團金融負債的會計
處理不會受到影響。新準則關於終止確認的要求來自於國際會計準則39「金融
工具：確認和計量」且沒有發生變化。集團沒有提早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9

「金融工具」。

• 國際會計準則12（修正案）「遞延稅項所得稅：相關資產回收」在由公允價值計量
投資物業所產生的遞延稅項所得稅資產或負債的計量原則中引入一個例外。
國際會計準則 12要求一個實體來計量與一個資產有關的遞延稅項所得稅，這
取決於該實體是否希望通過使用或出售收回賬面值。此修正案提出一個可推
翻的假定，一個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物業完全通過出售完全收回。修正案可
追溯適用於2012年1月1日或之後的年度期間。容許提早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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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7（修正案）「披露－金融資產的轉讓」介紹了針對金融資產轉
讓的新披露要求。要求按照資產性質、賬面值、對風險及回報的描述，對已轉
移至另一方但仍留在實體資產負債表中的金融資產的進行分類披露。必須給
出被轉移資產的收益或損失以及那些資產中的任何保留收益。此外，其他披
露必須使使用者能夠理解任何相關負債的金額，以及金融資產和相關負債之
間的關係。且披露必須是持續的。修正案適用於2011年7月1日或之後的年度期
間。容許提早採納。修正案預計不會對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

4. 估計

中期財務報表的編制要求管理層做出判斷、估算和假設。這些會計判斷、估計和假設會
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資產與負債、收入與費用的報告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會與管理層
的估計有所差異。

在編制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過程中，管理層在應用集團的會計政策時做出的重大判斷
和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依據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是一致。

5.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活動承受著多種的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匯率風險、公允價值利率風
險、現金流量利率風險及價格風險）、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財務風險管理信息和披
露，此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
務報表一併閱讀。

自年底以來風險管理政策並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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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為董事會。董事會從產品角度審視業務並審視本集團的內部報
告以評估表現和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決定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營運分部。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及除稅後溢利╱（虧損）按業務之劃
分如下：

營業額 除稅後溢利╱（虧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液晶顯示器 2,076,773 1,419,791 67,952 57,881

印製電路板 997,799 664,925 90,962 72,630

手錶 1,189,052 759,025 68,250 32,295

資源 216,796 4,632 (38,568) (42,115)

酒店 23,830 – (57,681) (156)

投資物業 60,226 54,326 17,917 (9,705)

其他 23,667 22,695 337 243

未分配之項目* – – (34,190) (40,835)    

合計 4,588,143 2,925,394 114,979 70,238    

* 未分配之項目乃集團總部發生的各項費用，主要包括無法分配融資成本、行政費用
及投資損失。

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984,843 1,638,015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73,800) (167,337)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1,811,043 1,470,678

應收票據 154,595 185,820

預付款 255,050 290,981

應收增值稅款 297,206 273,238

尚未抵扣之增值稅款 170,210 193,796  

2,688,104 2,4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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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貨物銷售之信用期限介乎於30日至90日不等。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流動 767,567 659,756

30-60天 356,775 357,255

60-90天 241,942 148,332

超過90天 618,559 472,672  

1,984,843 1,638,015  

減：減值虧損之撥備 (173,800) (167,337)  

1,811,043 1,470,678  

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2,031,358 1,500,742

應付薪金及員工福利 93,570 117,85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108,228 1,648,494  

3,233,156 3,267,08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流動 1,148,927 903,608

30-60天 492,080 267,785

60-90天 195,109 143,637

超過90天 195,242 185,712  

2,031,358 1,50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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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經營溢利

以下項目已在本期間的營運溢利中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貨減值撥備 9,764 2,939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290 1,974

土地使用權攤銷 8,526 4,527

採礦權攤銷 4,250 10,156

其他非流動資產攤銷 36,279 24,717

固定資產折舊 328,390 215,05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20 145

10. 所得稅費用

根據中國有關之所得稅法，本集團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25%稅率繳付所得稅，惟
適用優惠稅率者除外。

對於本公司及若干設立於深圳經濟特區的附屬公司，其起始企業所得稅率為 15%。依據
企業所得稅法的相關規定，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在二零零八年至
二零一二年的5年期間會逐步過渡到25%。本期間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為22%。

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符合中國之高新科技企業之資格，於二零一一年有權享有優惠所得
稅率1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重列）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44,070 20,373

遞延所得稅（抵免）╱開支 (9,284) 2,261  

34,786 22,634  

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股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20,860 19,454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673,367 673,367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人民幣元╱每股） 0.0310 0.0289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潛在攤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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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息

董事會建議從未分配利潤中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為每
股人民幣3分，共計人民幣20,201,000元。該建議需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待
定）批准後方可落實。本公司將會就股東特別大會的日期及暫停辦理股東過戶登記的期
間再作公佈。

13. 承擔

(a) 資本承擔

仍未產生的於資產負債表日之資本承擔如下：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756,713 621,130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成都天馬微電子有限公司 – 72,000  

756,713 628,330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授權但未訂約

物業、廠房及設備（附註 (a)） 477,380 1,509,970

酒店現代化及裝修 22,060 60,000  

499,440 1,569,970  

(b)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根據辦公樓宇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承擔如下：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不超過一年 26,504 42,122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140,995 137,140  

167,499 17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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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連方交易

本集團由中航技深圳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國有公司）控制，該公司持有本公司58.77%

股份。其餘 41.28%股份被公眾持有。董事認為中航技深圳公司及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
分別為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及本集團之最終控股公司。

關連方包括本公司之控股公司、最終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其他由中國政府直接或間
接控制之國有企業及附屬公司、本公司可控制或施以重大影響之公司、本公司、控股公
司及最終控股公司之主要管理層人員及其關係密切的家庭成員。

除本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額關連方資訊外，本集團在日常經營過程中與其關連方進
行的重大關連方交易及由關連方交易產生的結餘概述如下：

(a) 與關聯方的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與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的交易

收入：

銷售貨物 209,967 114,193

提供服務 21,001 13,823  

230,968 128,016  

購買貨物及服務 138,380 14,269  



– 14 –

與政府相關實體之交易：

本公司是一間國有企業，最終控股人為中國政府。中國政府控制了於中國境內的相
當一部分生產線資產及實體。本公司與其他由中國政府控制的實體之間的交易屬
於關聯方交易。這些交易主要包括在某些國有銀行存儲現金及從國有銀行獲得借
款。本年度，本公司幾乎所有的現金都被存放在國有銀行，而所有的借款也都來自
國有銀行。

(b) 與關聯方的結餘

與關連公司之結餘均為免息及須應要求償還。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同系附屬公司之結餘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361,833 443,783

其他應收款 181,434 262,421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控股公司款項 283,200,000 29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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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內綜合業績之營業
收入及溢利貢獻主要來自下列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名稱
本公司持有
權益之比例 主要業務

天馬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天馬」）

45.62% 製造及銷售液晶顯示器及
模塊 (LCD)

深南電路有限公司（「深南電路」） 88.35% 製造及銷售印製電路板 (PCB)

飛亞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飛亞達」）

41.49% 製造及銷售中高檔手錶

深圳中航資源有限公司
（「中航資源」）

100% 農業相關資源業務

廣東國際大廈實業有限公司
（「廣東國際」）

75% 酒店及物業經營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共錄得綜合營業收入約為人民
幣4,588,143,000元，較上年同期人民幣2,925,394,000元增長約56.84%；毛利約為人
民幣941,891,000元，較上年同期人民幣 619,394,000元增長約 52.07%；綜合股東應
佔溢利（已扣除少數股東權益）約為人民幣20,860,000元，較上年綜合股東應佔溢
利（已扣除少數股東權益）人民幣 19,454,000元增長約7.23%；每股盈利約為人民
幣0.0310元，去年同期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0.0289元。

業績總覽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但增速開始減緩，通脹壓力
顯現。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運行的各種新情況，本集團積極把
握發展機遇，繼續以快速增長為主綫，落實各項戰略舉措，實現主要業務增長：
液晶顯示器業務抓住市場需求增長的有利時機，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和客戶結
構，業績穩步增長；印製電路板業務客戶深耕覆蓋策略成效顯著，多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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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步推進；手錶奢侈品業務全面提升企業市場競爭能力和盈利能力，業績大幅
增長。資源業務受益於鉀肥價格上漲化肥事業部的經營，營業收入大幅增長；
廣東國際大廈完成裝修改造工程，廣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已於六月正式營業。

液晶顯示器

本集團通過旗下天馬致力於液晶顯示器（LCD）及液晶顯示模塊（LCM）的研發、
設計、生產、銷售和服務。本集團上半年液晶顯示器業務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2,076,773,000元，較上年同期人民幣 1,419,791,000元上升約 46.27%，除稅後溢利
約為人民幣 67,952,000元，較上年同期除稅後溢利約人民幣57,881,000元增加約
17.40%。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伴隨著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熱銷，中小尺寸面板需求
穩定增長。天馬抓住時機，在技術領先，速度制勝以及個性化服務的戰略舉措
下，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和客戶結構，專注於中小尺寸顯示領域，訂單量顯著上
升，且隨著成都天馬的產能釋放，實現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但因人力成
本上升、公司研發費用投入加大、以及成都天馬尚處於爬坡期，對天馬營業利
潤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報告期內，上海天馬除原有4.5代TFT-LCD正常經營外，正在研發的OLED中試線
項目進展順利，已成功點亮了第一款彩色AMOLED 產品，基本完成所有設備的
安裝調試工作，目前正在對工藝及設備進行優化改善。成都天馬進入正常經
營，且一季度新增投資的生產線擴產項目目前正處於前期的設備規格制定以
及批量生產交付階段。武漢天馬項目廠區工程全部完成，第4.5 代TFT-LCD 生產
線設備已全部完成搬入與安裝，將於7月進入正常經營。報告期內天馬受託管
理深圳中航光電子，上海天馬繼受託管理上海中航光電子後，受託管理廈門天
馬，該委託經營管理不僅可以將天馬的成功管理經驗進行複製，實現協同增
效，也為天馬締造新的業務模式及帶來新的收入來源。

印製電路板

本集團通過旗下深南電路致力於生產中高端多層印製電路板，並主要服務於
通訊、醫療、汽車、工控等高技術領域。本集團上半年印製電路板業務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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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人民幣 997,799,000元，較上年同期人民幣 664,925,000元增長約50.06%，除稅
後溢利約為人民幣90,962,000元，較上年同期人民幣72,630,000元增長約25.24%。

自二零一零年全球PCB行業開始復蘇，在市場需求增加、全球產業轉移的推動
下，近年來，中國PCB企業取得了快速發展。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以來，PCB行業
表現出較為明顯的「淡季不淡」特徵，日本地震引發的轉單效應也使得韓國、台
灣地區、國內的PCB企業受惠。報告期內，深南電路所在的通訊、醫療工控、航
空航天等核心領域市場需求持續放大，在清晰的市場戰略的指引下，公司市場
拓展工作取得了優異的成績，訂單值同比增長35%。

為抵禦上游原材料波動的風險、優化產品結構及增强企業核心競爭能力，深南
電路於二零一零年新進入了PCB上下游產業鏈中的封裝基板業務和電子裝聯業
務。報告期內，封裝基板業務的生產能力穩步提升，工藝技術逐步完善，但因
日本地震造成全球基板原材料供應緊缺，封裝基板業務接單和生產出貨也受
到一定影響。電子裝聯業務正式啓用新電裝大樓生產綫，生產產能逐步釋放，
產能利用率及客戶定單交付率還有待提升。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深南電路在公司內部繼續堅持管理創新和優異運營，通過
與供應商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及精益生產提升人員效率，有效控制了原材料價
格和勞動力成本持續上漲對公司利潤的影響。同時深南電路還不斷通過生產
流程優化、工藝改進、節能降耗等手段，有效實現成本控制。

手錶奢侈品

本集團通過旗下飛亞達致力於中高檔手錶的製造及連鎖銷售，包括研發、設
計、製造、銷售自有品牌手錶以及經營名錶連鎖銷售網絡。本集團上半年手錶
業務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189,052,000元，較上年同期人民幣759,025,000元增長約
56.66%，除稅後溢利約人民幣86,167,000元，較上年同期人民幣32,295,000元增長
約166.81%。

集團手錶業務緊緊圍繞自有手錶品牌建設和打造亨吉利世界名錶銷售渠道兩
條經營主線，不斷優化整合內部資源，提高工作標準，努力拓展市場領域，全
面提升企業市場競爭能力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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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飛亞達堅持「三色堇」多品牌戰略（即：「飛亞達」品牌、高端
品牌「Emile Chouriet」、時尚品牌系列），持續完善「4P+C」的品牌塑造模型，努力
拓展銷售渠道，各品牌銷售收入均實現快速增長。報告期內，「飛亞達」品牌新
增177家銷售渠道，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約67.31%；高端品牌「Emile Chouriet」
銷售網點達到145家（新增31家），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93.75%； 時尚品牌新
增33家銷售網點，銷售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202.74%。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飛亞
達自有手錶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203,830,000元，較上年同期增長73.86%。

旗下深圳市亨吉利世界名錶中心「亨吉利」在穩健經營的同時，繼續快速拓展銷
售網絡，銷售網點累計達到 207家，繼續強化與國際手錶集團及獨立鐘錶品牌
的溝通和合作；繼續強化終端銷售能力，貫徹實踐「三層營銷」理念；積極推廣
「亨吉利」品牌，提高品牌美譽度，使亨吉利商業品牌價值不斷提升。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亨吉利實現營業額約人民幣1,003,180,000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0.64%。

資源業務

本集團通過旗下中航資源致力於發展農業相關資源領域。本集團上半年農業
相關資源業務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16,796,000元，較上年同期人民幣4,632,000元增
長約4,580.40%，除稅後虧損約為人民幣38,568,000元，上年同期除稅後虧損約人
民幣42,115,000元。

鉀肥業務方面，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國際鉀肥價格延續了上年第四季度的回
升趨勢，帶動國內鉀肥價格穩步走高，國內鉀肥企業普遍保持了較高的開工
率。青海中航的鹽田改造項目已於5月初全部完工，日產能較技術革新前提高
約6%-8%（即：每日提高產量約20-30噸）。上半年共生產鉀肥4.46萬噸，較上年同
期增長了約48%，實現銷售氯化鉀2萬噸。 另外，為了更好的拓展市場和提高產
品附加值，公司成立了化肥事業部，開展化肥貿易和定制化肥服務，上述峯措
在上半年對收入有較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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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肥業務方面，昆明中航磷化工有限公司已完成採礦許可證、安全生產許可證
的變更和開採方案的設計工作，但因林地徵用及補償工作尚未完成，造成二零
一一年上半年未實現開工投產。二零一零年十月收購的雲南紅富化肥有限公
司一期裝置的主體工程建設已完成90%，所有相關的政府審批工作也已完成。

酒店業務

本集團通過旗下廣東國際致力於酒店及物業經營。

本集團收購廣東國際大厦之前，大厦運營十六年，未翻新裝修過，設施陳舊老
化，營業收入逐年下降。為改善大厦整體形象、提升廣東國際大厦的收入及商
業價值，並降低經營成本，自二零零九年一月，廣東國際宣佈酒店停業，並對
酒店及商業裙樓部分實施翻新改造工程。截止二零一一年三月底，酒店及裙樓
裝修改造的大部分工程已完工，大廈已完成各項政府驗收及檢查工作。在翻新
改造期間，廣東國際與皇冠假日酒店管理公司簽署了委託其負責酒店經營管
理合同，以滿足新酒店的五星級標準及提升酒店運營管理水準，同時亦可為公
司帶來更多收益。廣東國際根據裙樓商業定位，已完成裙樓大部分的招商工作
且新入駐商家亦已陸續開業。六月，新「廣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正式開業，公
司舉辦了新聞發佈會及盛大的開業典禮。

展望

展望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國際經濟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中國經濟目前尚無硬
著陸的蹟象，但增長動力已顯不足，經濟政策和宏觀調控存在較大的不確定
性；企業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財務成本的剛性增長，對經營帶來較大壓力。面
臨經濟和政策的不確定性，本集團將針對性解決內外部各種因難和問題，著力
提升盈利能力，並注重在增長中實現產品和客戶結構的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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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控股股東持續向本公司注入優質資產的戰略舉措，本公司於二零一
零年十一月三十日與控股股東及關聯方訂立了股權收購協議，收購旗下12家
公司的若干股權。該交易目前已基本完成，預計於下半年完成有關資產交割、
工商變更等手續，屆時本集團的業務進一步擴大，增加了貿易物流、房地產等
業務，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年度報告中詳細披露有關業務經營情況。

液晶顯示器

展望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熱銷將直接推動上游中小尺
寸液晶面板的市場需求，中小液晶面板市場將成為面板市場中的一大增長亮
點。根據 Displaysearch預測，平板顯示（FPD）全球產值在二零一五 年將達到 1,480 

億美元，出貨面積將佔所有顯示器件的 98%，其中 TFT-LCD在 二零零九年至二
零一五年間預計增速達 8%，面板產值將達 1,337億美元，佔FPD產業的 91%。

下半年，天馬將繼續推動液晶顯示器業務一體化整合工作，與核心供應商達成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嘗試以各種形式參與上游材料的研發和製造，通過戰略資
源中長期規劃，構建平穩、快速、有競爭力的供應鏈管理系統，不斷增強公司
的核心競爭力。

印製電路板

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持續熱銷的推動下，業內大多數企業均對二零一一年
下半年PCB行業的增長持樂觀的預期。深南電路所處的核心市場領域—通信市
場，因近年國內3G業務的投資仍將持續，TD-LTE技術也在國內開始逐步推廣和
運用，預計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市場需求將持續增長，深南電路全年訂單值有望
達到既定目標。

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在封裝基板業務方面，深南電路將加大封裝基板測試類客
戶的開發力度，提升工藝設計能力、完善生產綫流程、提高產品交付率，解決
技術和人才等重要制約因素對公司新業務拓展的影響。預計下半年電子裝聯
業務的產品結構和客戶結構將進一步聚焦，產出水平也將明顯提升。同時隨著
一些重量級客戶的引入，電子裝聯業務在內部管理能力、全流程服務能力等方
面也將得到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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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深南電路將繼續以「客戶導向、高效執行、跨越發展、共同成長」為關鍵
點，實現公司持續快速增長。

手錶奢侈品

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本集團繼續看好中國奢侈品市場尤其是高檔手錶市場的
發展，將通過加大主營業務的投入，爭取在提升品牌知名度的同時積極擴展銷
售網絡。飛亞達表業方面：繼續實施品牌市場營銷策略，提升高端品牌「Emile 

Chouriet」腕表的品牌知名度及認知度；繼續有效配置品牌廣告資源，增強「飛亞
達」表品牌可見度和品牌影響力；繼續加快國內銷售網點建設，豐富時尚品牌
內涵。亨吉利方面：繼續穩步推進銷售網絡建設，加強與品牌、供貨商溝通和
互動，爭取戰略和重點品牌更多的資源支持。預計隨著消費升級來臨和銷售渠
道的逐漸擴張，集團手錶業務營業收入仍將保持快速增長。

資源業務

在延續了兩年的低迷以後，國際鉀肥價格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穩步回升。二零
一一年上半年以來，國際市場供需偏緊，加之國際農產品價格自去年以來持續
大幅上漲，使得今年國際鉀肥價格持續走高。公司管理層預計二零一一年下半
年國內鉀肥仍有一定的上漲空間。同時，秋季化肥使用旺季的到來將促使國內
市場需求有一定回升，公司將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擴大鉀肥的生產和銷售力度，
以實現盈利。磷肥業務方面，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昆明中航磷化工有限公司致
力於及早實現生產，雲南紅富化肥有限公司致力於完成一期工程的建設並設
車成功。

酒店業務

廣東國際將對剩餘未裝修改造部分全面完工，隨著寫字樓周邊環境的改善，公
司將綜合考慮寫字樓及裙樓物業租賃與五星級酒店相匹配，不斷優化寫字樓
及裙樓租戶結構，提高單位租金，將酒店經營與商業租賃經營有效結合，實現
協同增效，尋求一條適合廣東國際發展的酒店、物業租賃雙贏的新道路，顯著
提高公司的整體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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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及資本資源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約為人民幣
1,408,640,000元。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包括短期借款總額約為人民幣2,755,018,000

元，年利率水平介於 2.27%及6.06%之間；長期借款總額約為人民幣 5,824,596,000

元，年利率水平介於3.96%及6.40%之間。本集團健全完善了交易性金融資產管
理有關規定，明確决策程序、執行程序及風險監控程序。

借款股東權益比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款股東權益比率（銀行借款額佔股東權
益之比）為429.32%（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466.47 %）。

抵押資產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有抵押銀行貸款共計人
民幣2,398,468,800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204,279,200元）。該等貸款
以本集團之工廠及樓宇作抵押。

委託存款及逾期定期存款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並無任何形式之委託存
款及逾期定期存款。

管理合約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並無就整體業務或任何重
要業務之管理或行政工作簽訂或存在任何合約。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止到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
無發行、購買、出售本公司的股份。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之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下列人士（除
董事、本公司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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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已知
會本公司之權益或淡倉之股東如下：

股份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證券數目
及類別

於同類別
證券中之
概約持股
百分比

於總註冊
股本中之
概約持股
百分比

主要股東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
（附註1）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395,709,091股
內資法人股

67.36% 58.77%

中國航空技術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附註2）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395,709,091股
內資法人股

100% 58.77%

中國航空技術深圳有限公司
（附註3）

實益持有人 395,709,091股
內資法人股

100% 58.77%

其他股東
李嘉誠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及

全權信託之成立人
15,156,000股
H股（附註4）

5.46% 2.25%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5,156,000股
H股（附註4）

5.46% 2.25%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

信託人及信託受益人 15,156,000股
H股（附註4）

5.46% 2.25% 

Li Ka-Shing Unity Trustcorp 

Limited

信託人及信託受益人 15,156,000股
H股（附註4）

5.46% 2.25%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Limited

信託人及信託受益人 15,156,000股
H股（附註4）

5.46% 2.25%

華銀集團投資發展
有限公司

實益持有人 18,210,000股
H股

6.5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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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擁有中國航空技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中航國際」）62.52%股權，
中航國際擁有中國航空技術深圳有限公司（「中航技深圳」）100%股權。因此，中國航空工
業集團公司被視為擁有中航技深圳持有的股份。

(2) 中國航空技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擁有中航技深圳100%股權，因此被視為擁有中航技深圳
持有的股份。

(3) 於二零一一年月六月三十日，中航技深圳實益持有395,709,091股內資股法人股，佔本公司
總註冊股本約58.77%。

(4) 上述五處所提及之15,156,000股本公司H股實指同一股份權益，其中包括：

由Empire Grand Limited (「Empire Grand」）持有之7,578,000 H股股份，而Empire Grand為長江實業
（集團）有限公司（「長江實業」）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Cheung Kong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之
全資附屬公司；及

由Hutchi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HIL」）持有之7,578,000 H股股份，而HIL為和記黃埔有限公
司（「和記黃埔」）之全資附屬公司。

由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李澤楷先生各自擁有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三分之一權益之Li 

Ka-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擁有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Limited（「TUT1」）之全部
已發行股本。TUT1以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信託人之身份，連同若干公司（TUT1以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信託人之身份有權在其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以上之投
票權之公司）合共持有長江實業三分之一以上之已發行股本。長江實業之若干附屬公司
有權在和記黃埔之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以上之投票權。

此 外，Li Ka-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亦 擁 有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

（「TDT1」）（以The Li Ka-Shing Unity Discretionary Trust （「DT1」）信託人之身份）及Li Ka-Shing Unity 

Trustcorp Limited（「TDT2」）（以另一全權信託（「DT2」）之信託人身份）之全部已發行股本。TDT1

及TDT2分別持有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之單位。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嘉誠先生被視為DT1及DT2之財產授予人及就證券及期貨條例
而言被視為該兩項全權信託之成立人，彼與TUT1、TDT1、TDT2及長江實業均各自被視為
持有由Empire Grand及HIL所持有之合共15,156,000股本公司之H股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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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之股份權益

截止到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就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
所知，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包括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之條文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
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列入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中之權益或
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

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變動

截止到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
員無任何變動。

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合資格會計師林梅女士因個人原因辭去職
務。

董事及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截止到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或本公司
之控股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令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或管理層成員藉購
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

董事及監事之合約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或報告期內之任何時間，本公司各董事及監事概無
在與本公司業務有重大關係之任何合約或安排中直接或間接佔有重大權益。

僱員人數及薪酬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約有僱員 20,545名（二零一零年同期：
15,099名）；與僱員相關之成本約為人民幣515,114,000元  （二零一零年同期：人民
幣379,169,000元）。增 聘之僱員主要為應本集團業務發展所需。本集團按照市場
及個別員工表現作為參考制定具競 爭力之薪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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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產品主要以國內銷售為主，外銷以美元或港元結算，故無任何重大外匯
風險。

或然負債

本公司為本公司附屬公司飛亞達提供一年期之人民幣 622,311,000元貸款之擔
保和長期之人民幣181,232,820元貸款之擔保、為中航資源提供一年期之人民幣
335,000,000元貸款之擔保和長期之人民幣 535,000,000元貸款之擔保、為廣東國
際提供長期之人民幣1,100,000,000元貸款之擔保、為天馬提供一年期之人民幣
202,000,000元貸款之擔保、為上海天馬提供長期之人民幣309,050,000元銀團貸款
之擔保。

重大事項

1. 非常重大收購及關聯交易—發行內資法人股及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收購
母公司及關聯方有關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分別與中航國際、中航技深圳及北京
瑞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瑞賽」）訂立股權收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分別有
條件同意以不超過人民幣 4,566,250,247元的總代價，並以發行本公司內資
股及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 (PSCS)的方式，向中航國際、中航技深圳及北京
瑞賽收購 12家公司的若干股權。批准本次收購的決議案於二零一一年二
月十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及同日舉行的H股類別股東大會獲正式通
過。詳情請參見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公告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通函。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收到國資委發出之書面批覆，原則同意該項
收購。有關收購的最新詳情，請參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的公告。

2. 天馬與深圳中航光電子簽訂的託管協議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天馬與深圳市中航光電子有限公司（「深圳中航
光電子」）訂立深圳中航光電子託管協議，深圳中航光電子在收購NEC LCD 

Technologies, Ltd.股權過渡期，委託天馬管理股東權利，自二零一一年二月
二十五日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止，深圳中航光電子根據託管協議
應付天馬託管費為人民幣 1,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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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馬為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深圳中航光電子由中航技深圳及中航
國際分別擁有 51%及49%的權益。中航技深圳為本公司之發起人兼控股股
東，中航國際持有中航技深圳100%權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A章，託管協議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詳情請參見本公司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的公告。

3. 上海天馬與廈門天馬簽署的託管協議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上海天馬微電子有限公司（「上海天馬」）與廈門天
馬微電子有限公司（「廈門天馬」）訂立廈門天馬託管協議，根據協議條款，
上海天馬向廈門天馬提供管理服務，年期由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至二
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止。根據該協議，上海天馬於上述期間內有權向廈
門天馬收取總金額不超過人民幣 30,000,000元的管理費用。

天馬為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廈門天馬由中航技深圳、中航國際、中
國航空技術廈門有限公司（「廈門中航」）及廈門市金財投資有限公司分別擁
有15.3%、14.7%、6%及64%的權益。中航技深圳為本公司之發起人兼控股股
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8.77%，中航國際持有中航技深圳及廈門中
航各自100%的權益，因此，託管協議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詳情請
參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的公告。

4. 天馬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天馬與本公司、上海張
江（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張江集團」）、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上海國
資公司）及上海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工投集團）簽訂正式協議。根據協
議約定，天馬有條件同意分別自本公司、上海張江集團、上海國資公司及
工投集團收購上海天馬 21%、20%、19%及10%的股權。批准本次收購及A

股發行的決議案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獲正式通
過。詳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的通函。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該交易未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
證監會」）上市公司併購重組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隨後，天馬召開董事會
決定繼續推進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工作，並重新將修改完善後的申請材料
報送至中國證監會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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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股份買賣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守則」）。本公司向所有董事及監事
作出特定查詢後確定，所有本公司董事及監事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述守則所規定之有關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根據上市規則成立了審核委員會，以履行檢討及監察本公司財務匯
報程序及內部監控之職責。審核委員會成員目前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黃
慧玲女士、鄔煒先生及劉憲法先生擔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確認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報告。

公眾持股數量

就董事會所知悉之公開資料作為基準，本公司在此公告刊發日期之公眾持股
數量是足夠的。

承董事會命
深圳中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吳光權

中國深圳，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共有 13名董事。吳光權先生、由鐳先生、賴偉
宣先生、隋湧先生、劉瑞林先生、徐東升先生為執行董事；程保忠先生、仇慎謙
先生、王濱濱先生及李承寧先生為非執行董事；黃慧玲女士、鄔煒先生及劉憲
法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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