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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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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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owei Power Holdings Limited
超威動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51）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本期間，收入約為人民幣 19.392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34.3%。

• 本期間，毛利約為人民幣 5.856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52.4%。

•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約為人民幣1.41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約18.8%。

• 本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14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0.16元），呈現跌幅主要因為上年數字並未計入本公司股
份在二零一零年七月於聯交所上市後發行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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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超威動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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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及財務狀況，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比較數字。本中期財
務業績經由執業會計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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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3 1,939,172 1,443,694

銷售成本 (1,353,601) (1,059,575)
  

毛利 585,571 384,119

其他收入 11,316 24,873

分銷及銷售成本 (195,020) (152,251)

行政開支 (78,858) (50,756)

研發開支 (62,437) (21,198)

其他開支 (15,717) (18,440)

融資成本 (12,015) (9,507)
  

除稅前利潤 4 232,840 156,840

所得稅開支 5 (50,032) (26,894)
  

期內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182,808 129,946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1,877 119,413

非控股權益 40,931 10,533
  

182,808 129,946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元） 6 0.14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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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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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37,383 613,671
預付租賃款項－非即期部分 84,411 67,338
投資物業 8,866 9,157
遞延稅務資產 54,211 42,09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 51,061 20,451
商譽 25,052 14,956

  

1,060,984 767,670
  

流動資產
存貨 567,864 626,538
應收貿易賬款 8 92,584 61,949
應收票據 9 723,941 593,238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47,439 157,598
應收一名有關連方款項 10 83 264
預付租賃款項－即期部分 1,612 1,478
受限制銀行存款 3,899 2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494,294 477,776

  

2,031,716 1,919,04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386,687 353,555
應付票據 12 1,148 –
其他應付款項 321,642 269,805
應付有關連方款項 10 10,009 –
應付所得稅 28,339 33,665
應付股息 – 32,500
撥備 106,626 79,946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349,000 167,752

  

1,203,451 937,223
  

流動資產淨額 828,265 981,8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89,249 1,74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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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8,140 68,140

儲備 1,366,028 1,305,2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34,168 1,373,430

非控股權益 157,432 82,491
  

總權益 1,591,600 1,455,921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6,654 16,829

遞延稅務負債 4,995 738

銀行借貸 — 一年後到期 276,000 276,000
  

297,649 293,567
  

1,889,249 1,74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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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
免有限公司，其股份由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
板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Scotia Centre, 4th Floor, P.O. Box 2804,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12, Cayman Islands，而中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國浙江省長興雉城新興工
業園長和路19號。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呈列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為按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
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編製。

2.1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期間，本集團首度採用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
釋（「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如二零零九年修訂） 有關連方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於本中期期間採用以上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呈
報的金額及╱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披露內容並無重大影響。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動力電池。本集團的收入主要指於本期間來自銷售動力電池
的已收及應收款項。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規定，根據主要營運決策人定期審閱的本集團組成部分的內部
報告，識別營運分部，以把資源分配至該等分部及評估績效。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
本公司執行董事（即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報告的資料不包括各產品線的損益資料，執
行董事審閱本集團整體根據中國有關會計政策及財務規則（「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申報的
毛利（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申報的毛利並無任何重大分別）。因此，本集團的營運構
成一個單一報告分部，故此，並無呈列經營分部。

本期間，本集團大部分外部收入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客戶。中國為本
集團經營實體所在地點。同時，本集團非流動資產均全數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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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概無來自單一外部客戶的收入佔本集團收入10%或以上。

收入按產品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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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電動自行車用鉛酸動力電池 1,895,782 1,413,611

電動車用鉛酸動力電池及儲能電池 11,513 4,356

材料（包括鉛及活性物） 31,877 25,727
  

1,939,172 1,443,694
  

4.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已扣除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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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工資及薪金 43,802 57,27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102 2,351

勞工成本（附註） 81,621 47,117
  

員工成本總額 127,525 106,746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353,601 1,059,57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33 968

應收貿易賬款撥備 403 268

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72 250

存貨撥備 3,682 8,794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800 664

核數師酬金 530 49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901 18,012

投資物業折舊 291 29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2,140 4,344
  

附註： 本集團與多家服務機構訂立勞工派遺協議，該等服務機構向本集團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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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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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支出包括：
中國即期所得稅 54,981 32,852

遞延稅項 (4,949) (5,958)
  

50,032 26,894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的
稅率由二零零八年一月起為 25%。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關當局分別頒佈企業
所得稅法實施細則及過渡安排詳情。該等細則及安排就先前優惠稅項政策，提供多個過
渡期及措施，包括向根據以往稅法享有較低所得稅稅率的企業提供至二零一二年止最長
達五年的寬限期，並於固定期限內沿用優惠稅項處理方法，直至該固定期限屆滿為止。
此外，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兩家擁有直接投資關係的「居民企業」之間合資格股息收入，
獲豁免所得稅。除此以外，根據稅項條約或國內法律，股息將按介乎5至10%不等的稅率
繳納預扣稅。

根據浙江國家稅務局的批文，超威電源有限公司（「超威電源」）於二零零六年成為外商投
資企業，自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其後三年減半繳納所得稅。
超威電源於二零零六年首次獲利，因此，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不再享有此項稅務優
惠。

根據《財政部稅政司有關企業所得稅若干優惠處理政策的通知》，高新科技企業可按15%

的稅率繳納所得稅。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安徽超威電源有限公司（「安徽超威」）獲確
認為高新科技企業三年，根據適用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由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
按15%的所得稅稅率繳納稅項。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中國成立的其他附屬公司的所得稅稅率為25%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本公司及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
京群島」）及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自註冊成立以來並無應課稅利潤。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就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以後所得的利潤，其中宣派
予海外投資者的股息須繳納預扣稅。由於管理層確認有關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二零
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產生的利潤在可見未來將不會分派予其海外投資者，故在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就有關中國附屬公司的未分派
利潤計提遞延稅項。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管理層已根據本集
團現有業務計劃及財務狀況重新評估其中國附屬公司的股息政策。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
日起，有關附屬公司產生的若干利潤將分派予其海外投資者，因此，遞延稅項負債將相
應地在本集團於本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予以提撥，惟以有關盈利估計在可見未來將
予分派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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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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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 141,877 119,41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000 ’000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加權平均股數 1,005,290 750,000
  

就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而言，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的
釐定建基因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完成的資本化發行已發行的749,900,000股普通股已作
出追溯性調整。

概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原因為本公司於兩個期間均並無尚未發行潛在普通股。

7. 股息

本期間，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本公司擁有人宣派及派付每股人民
幣8.0分股息。於本期間宣派及派付的此項末期股息總額達人民幣80,423,200元。股息從本
公司股份溢價分派。董事認為，有關分派符合本公司採納的公司章程及開曼群島公司法
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三項法例，經綜合及修訂）。

董事並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中期股息。

8.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一般向有交易記錄的客戶提供15日的信貸期，否則銷售以現金進行。於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扣除呆賬撥備後的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
析按交貨日期（即銷售確認日期）呈列如下：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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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15日 73,888 52,606

16 – 90日 15,197 6,770

91 – 180日 1,099 2,026

181 – 365日 1,982 547

逾1年 418 –
  

92,584 6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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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票據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按發出日
期如下：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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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90日 334,231 339,900

91 – 180日 389,710 253,338
  

723,941 593,238
  

已背書於向其進行原材料採購第三方供應商，且附有追索權的應收票據於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約為人民幣216,558,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2,029,000元），計
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相應應付貿易賬款為人民幣216,558,000

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2,029,000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票據當中約人民幣24,858,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15,077,000元）已背書於第三方供應商以採購機器，且附有追索權。

10. 有關連方結餘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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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一名有關連實體款項：
貿易性質
－河南屹峰電動車製造有限公司（「河南屹峰」）
（附註 i） 83 264

  

應收一名有關連方的款項以人民幣計值、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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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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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有關連實體款項：
貿易性質
－河南省屹林商貿有限公司（「河南屹林」）（附註 ii） 9 –

非貿易性質
－吳榮良（附註 iii） 4,900 –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非貿易性質
－周明明 5,100 –

  

應付上述有關連方的款項以人民幣計值、無抵押、免息及須應要求或於一年內償還。

附註︰

(i) 河南屹峰由本公司附屬公司河南超威電源有限公司非控股方控制。

(ii) 河南屹林由河南屹峰控制。

(iii) 吳榮良為安徽永恒動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永恒」）的非控股方。

11. 應付貿易賬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按原材
料收貨日期如下：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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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167,221 67,790

31－90日 100,227 170,979

91－180日 111,415 105,358

181－365日 7,133 6,669

1－2年 232 2,113

逾2年 459 646
  

386,687 353,555
  

12. 應付票據

所有應付票據均為貿易性質，於發出日期起六個月內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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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討論及分析

市場概覽

隨著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人民平均收入近年大大提高。不少一、二線城市的道
路及運輸系統並未跟上急速的都市化發展。很多人使用電動自行車作為日常
的代步工具，電動自行車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同樣，不少二、三線城市的
公共運輸系統並未發展完備。由於電動自行車便捷及成本低廉，它們已成為甚
為流行的運輸工具。然而，即使近年電動自行車的數目顯著增加，市場滲透率
仍然不算高。根據市場統計資料顯示，截至二零一零年底內地電動自行車達1.2

億輛，行業年產銷量二千五百萬輛。電動自行車已經成為居民日常代步的重要
工具及低碳健康生 活的重要標誌。加上一系列國家政策的推動下，內地鉛酸電
池行業近年充滿機遇。

在國家對環境保護措施加強下，鉛酸電池等涉重金屬行業的污染防治工作更
受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已經展開行業治理整頓工作，在二零一一
年八月二日，公佈了因生產條件未達標而需關閉的鉛酸蓄電池製造商名單。全
國有1,930間鉛酸電池生產、組裝及回收企業，當中30%已被取締，53%需暫停生
產，僅有約13%可以維持生產，令鉛酸電池業產能在二零一一年第二季開始大
幅下降。由於市場對鉛酸電池需求持續旺盛，鉛酸電池短缺情況加劇將令鉛酸
電池售價上揚。長遠而言，此市場情況對具有規模的領先鉛酸電池製造商，包
括本集團將可受惠於其中。同時，行業的市場過剩需求和整合，對具有營運規
模的領先鉛酸電池製造商提供有利商機。

業務回顧

在有利的經營環境推動下，本集團於本期間的銷售額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
34.3%至約人民幣 1,939,172,000元。儘管中國鉛價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略為上升，
本集團透過提升本集團產品的平均售價，成功把增加的成本轉嫁予客戶，產品
的每個平均售價上升 13.0%至人民幣 107元，而毛利率則維持於穩健水平。本期
間，本集團銷售約17,500,000個電池，而本期間的一級市場及二級市場銷售比例
為54%與46%之比。

本期間，本集團針對不同類別的電動自行車，提供逾20種不同型號的電池，其
中鉛酸電池佔總收入逾95%。本集團的全國性銷售與分銷網絡，覆蓋一級及二
級市場。一級市場中，主要供應電動自行車製造商，包括電動自行車市場領導
者愛瑪、雅廸、比德文、立馬；二級市場則專注於電池替換需求，主要以集團獨
立經銷商為對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在全國各省擁有524

個獨立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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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擴張

鑒於市場預期電動自行車需求日益增加，本集團繼續致力提升產能。本期間，
本集團位於河南省和安徽省的新生產設施全面運作。二零一零年十月，董事
會批准在山東省寧陽縣投資及建設新的生產設施，預計項目總投資約人民幣
230,000,000元，預計在二零一一年第三季投產。目前，施工進展順利，預計該生
產設施全面運作後，本集團的鉛酸電池設計年產能將增加約9,000,000個。

我們新近的全資附屬公司江西新威動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與江西省上高縣政
府訂立協議，於江西省上高縣建設新生產設施。該項目將分三期進行，第一期
預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開始生產，並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全面投產；第一期項
目完成後，江西新威之電極板年產能將達約12,000,000套。估計第一期總投資約
人民幣150,000,000元。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份完成收購安徽永恒動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
永恒」）。安徽永恒現時年產能達約 1,000,000個鉛酸動力電池，是一家已發展成
熟的鉛酸電池製造商，預計安徽永恒的年產量將逐步升至約9,000,000個鉛酸電
池。董事會認為，該項收購讓本集團得以更具成本及時間效益，於安徽省擴張
本集團的生產基地。

近年，中國環保部門加強對鉛酸電池生產企業巡查，並嚴格監控不合規格的企
業。為確保產品質量並減少電池生產對環境的影響，本集團採用先進的生產
技術，生產程序亦符合環保原則。作為鉛酸電池行內的領先企業，超威電源有
限公司（「超威電源」）的質量監控系統取得 ISO9001認證，而環保管理標準則取得
ISO14001認證。

關於山東超威恢復營運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山東超威電源有限公司（「山東超威」），於去年被國內媒體
報導指其位處之山東省寧陽縣吳家林村有居民之血鉛及尿鉛水平超過正常指
標，並聲稱事件是由山東超威營運造成。山東超威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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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暫停營運以來，本集團管理層不斷接觸及諮詢有關政府當局。其後董事會於
二零一一年五月決定恢復山東超威的營運，山東超威自二零一一年五月恢復
生產，本集團期望於二零一一年內，產量將達至約6,000,000個。

財務回顧

收入

本期間，本集團的收入為人民幣 1,939,172,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
1,443,694,000元增長34.3%，主要由於鉛酸動力電池的銷售數量增長以及每個電
池平均售價增加所致。於本期間，本集團銷售約17,500,000個電池（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5,100,000個電池）。

毛利

本期間，本集團的毛利為人民幣585,571,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
384,119,000元增長52.4%，主要由於鉛酸動力電池的銷售數量增長所致。於本期
間，由於本集團產品平均銷售價格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為高，導致毛利率從26.6%

上升至30.2%。

其他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 11,316,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
幣24,873,000元減少約54.5%，主要由於二零一零年同期所獲政府補助相對較高。

分銷及銷售開支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分銷及銷售開支為人民幣 195,020,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
期人民幣152,251,000元增加約28.1%，主要由於銷售額增加，導致佣金開支與營
銷開支增加。

行政開支

本期間，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 78,858,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人民幣
50,756,000元增加55.4%，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拓展業務帶來員工成本增加，以及
來自於聯交所上市之後的專業費用和山東省寧陽縣廠房相關顧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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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開發開支

本 期 間，研 究 開 發 開 支 為 人 民 幣 62,437,000元，較 二 零 一 零 年 同 期 的 人 民 幣
21,198,000元增加 194.5%，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研究項目的數目較去年同期上
升。

融資成本

本期間，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9,507,000元增至二零一一年同期人民幣12,015,000元，增幅達到26.4%，主要由於
平均銀行借貸結餘增加，導致銀行借貸的利息開支增加。

除稅前利潤

就上述原因，本集團本期間的除稅前利潤為人民幣232,84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56,840,000元），增幅達到48.5%。

稅項

本集團在本期間的所得稅開支增至人民幣 50,032,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6,894,000元），增幅達到86.0%，主要由於本期間河南超
威電源有限公司利潤增加，而其稅率為較高的25%，以及超威電源稅率從12.5%

增加至15%。本期間的實際稅率為 21.5%，較去年同期增加4.4個百分點。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及股息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 141,877,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人
民幣119,413,000元增加18.8%。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人民幣828,265,000元（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81,818,000元），當中現金及銀行存款為人民幣
494,294,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77,776,000)。借款總額（包括
貼現票據）為人民幣625,0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43,752,000

元），主要用作本集團的原材料採購及營運資金。借款以人民幣計值，當中人
民幣206,000,000元為定息借款，而人民幣349,000,000元須於一年內償還。為確保
資金得以有效運用，本集團採用中央財務及庫務政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69（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5）；本集團的負
債比率（借款總額除以資產總值）為0.20（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17）。本
集團擁有充裕現金及可用銀行融資，足以應付承擔及營運資金需要。強勁的現
金狀況使本集團可發掘投資及業務發展機會，拓展在中國的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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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業務主要於中國經營，並且買賣主要以人民幣交易，董事認為集團
之營運現金流及流動資金不存在重大外匯匯率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人力資源及僱員薪酬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大陸及香港合共聘用約9,464位員工。
於本期間，員工總成本約為人民幣 127,525,000元。本集團於本期間繼續加強對
員工的培訓，為管理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重點提供培訓及考察的機會，並向全
體員工及時傳達政府針對鉛酸動力電池行業的最新政策，不斷提高員工的專
業水準及綜合素質。同時，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水準，讓員工全
心全力地投入工作，發揮所長，服務客戶。

未來發展

本集團的長遠目標是：

• 成為動力電池和儲能電池全球第一大供應商；

• 持續鞏固和引領動力電池和儲能電池行業技術的發展方向；

• 成為國內同行業生產製造模式的標杆企業。

隨著一級及二級市場迅速增長，預計整體電動自行車鉛酸電池市場以每年逾
15%複合年增長率增長。儘管行內的需求急增，但鉛酸電池的供應因政府近期
執行的環保措施而大幅減少。面對供應短缺和市場整合，本集團正實行以下策
略確保市場的領導地位不變：

擴能增產

為把握環保鉛酸電池市場不斷湧現的巨大商機，我們將繼續把資源集中投放
於擴大生產規模，提升領導地位，在快速增長的市場中爭佔市場佔有率。本集
團近年積極尋找擴張機會，除透過提升現有生產設施，亦計劃於二線城市建造
新生產設施以提高整體產能。現時於河南、浙江、山東及江西已動工建設新生
產設施，以應付未來不斷上升的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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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兼併

由於中國環保部門加強對鉛酸電池生產企業巡查，並嚴格監控不合規格的企
業，預期有關政策出台為鉛酸電池行業帶來大整頓，若干規模較小的鉛酸電池
生產商可能因缺乏財力無法履行政府規定的生產升級而被迫關閉。我們相信
近期實施的規例將為市場內具規模的企業如本集團帶來一連串併購良機，以
快速加大產能。在積極尋求收購目標的同時，本集團僅於環評、財務及法律盡
職審查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確保交易將為本集團帶來利益和協同效益後，方
會進行收購。

加強研發

本公司作為中國領先的鉛酸電池製造商，致力產銷鉛酸動力電池、風能與太陽
能儲能電池。本集團正憑藉於鉛酸電池業的市場領先地位，研發關於電動車專
用動力電池、風能與太陽能電池，以及鋰離子動力電池，相信新產品具長遠增
長潛力。為增強本集團的研發實力，開發主攻高潛力市場的新型電池產品，我
們將加強招攬資深研究及技術人員，深化與著名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並投資
配置先進設施，領導市場發展。

擴充分銷網絡

預計二級市場發展將於未來主導行業的高速發展，為把握市場的巨大增長潛
力，本集團將繼續擴建在二級市場的分銷網絡，強化市場覆蓋，深化與有實力
分銷商的合作關係。

與鉛供應商進行策略性合作

鉛作為本集團的其中一種主要生產原材料，能夠及時以相宜價格採購優質鉛
尤為重要。集團將繼續致力於爭取與鉛供應商進行策略性合作，確保鉛供應穩
定，削減原材料成本並提高本集團的競爭力。同時，本集團將透過管理存貨，
以減低鉛供應、品質及價格出現大幅波動而帶來任何的不利影響。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股份

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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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以符合股東利益。於本期間，本公司一直
遵循常規，並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所有適用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惟下文披露者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一職應該獨立分開。周先生現為本
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董事會認為現有安排有助執行本集團業務策
略及充分提高營運效率，因此是有利於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高級管理層及相關僱員（其因所擔當職位而有機會獲
悉未公佈的價格敏感資料）進行證券交易之證券買賣守則，其條文不遜於上市
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
規定有關交易的標準。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並得到全體董事確
認，彼等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本身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行為
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
報告程序及內部控制措施。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李港衛先生（「李先生」）、汪繼強先生、歐陽明高教
授及吳智傑先生。李先生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具備專業資格及財務事宜
經驗。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的外部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事務所
會面及討論，並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審閱業績。審核委員會已採納與上市規則附錄1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相符的職權範圍。審核委會員認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業績符合相關會計準則、規則及條例，並已
正式作出適當披露。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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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已經由
本公司的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事務所按照國際審計準則進行審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經本公司核數師德
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事務所按國際審計標準審核。

中期報告的刊發

本公司整份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分別刊
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chaowei.com.hk)。

致謝

董事會謹此對股東及公眾持續的支持，以及全體員工的努力及付出，致以由衷
謝忱。

承董事會命
超威動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周明明

浙江省長興縣，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如下：周明明先生、周龍瑞先生、楊雲飛女士及
楊新新先生擔任執行董事；鄧喜紅女士及吳智傑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以及汪
繼強先生、歐陽明高教授及李港衛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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