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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ch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imited
理士國際技術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2）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益增長63.9%至人民幣1,547.6百萬元。

‧ 毛利增長47.5%至人民幣361.2百萬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增加43.7%至人民幣182.5百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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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元，
該數字並未計入本公司股份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於聯交所上市後發行的股份。）

‧ 中期股息為每股3.3港仙。

中期業績

理士國際技術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以及二零一零年同
期之比較數字。未經審核之綜合中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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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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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1,547,642 944,380
銷售成本 (1,186,467) (699,521)

毛利 361,175 244,859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27,071 5,460
銷售及分銷成本 (42,578) (27,269)
行政開支 (79,312) (54,591)
其他開支 (33,002) (8,896)
財務成本 5 (19,523) (9,598)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59 —

稅前利潤 6 213,890 149,965

所得稅開支 7 (31,406) (22,983)

本期利潤 182,484 126,982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914) (193)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180,570 126,789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82,484 126,982

182,484 126,982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80,570 126,789

180,570 126,789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9 人民幣0.14元 人民幣0.13元

攤薄 9 人民幣0.13元 人民幣0.13元

本期擬派付股息詳情於下文附註8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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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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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807,779 520,92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79,635 57,907
無形資產 3,707 3,401
貿易應收款項的長期部份 12 27,837 11,335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訂金 307,202 42,584
遞延稅項資產 3,850 1,80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480 —
已抵押存款長期部分 13 90,000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321,490 637,957

流動資產
存貨 11 663,028 687,654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2 915,551 585,140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它應收款項 219,618 175,008
應退回稅項 8,330 24,997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15,764 4,806
股權投資，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1,527 1,480
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13 14,970 721,075
已抵押存款 13 566,954 67,3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 239,351 178,647

流動資產總值 2,645,093 2,446,11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4 364,991 345,450
其他應付及應計費用 204,014 161,320
計息銀行借貸 15 590,093 416,629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3,350 48,135
應付所得稅 48,846 32,556

流動負債總值 1,221,294 1,004,090

流動資產淨值 1,423,799 1,442,028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745,289 2,079,98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6 211
計息銀行借貸 15 478,544 —

資產淨值 2,266,589 2,079,774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4,267 114,267
儲備 2,152,322 1,965,507

權益總額 2,266,589 2,079,774



– 4 –

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乃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七日根據開曼群島第22章開曼群島公司法（1961年第3號法案，
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而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
六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集團主要從事
製造、開發及銷售鉛酸蓄電池。

2.1 編制基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
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全年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參閱。

合併基準

根據重組收購附屬公司被視作共同控制下之業務合併。因此，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合併
會計原則編製。按此基準，本公司自其已呈列之財政期間起而非自彼等各自之收購日起被視為
其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因此，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綜合業績包括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各自註冊或成立之日期（以較短者為準）起生效之業
績。

董事認為，根據上述基準編製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公平呈列本集團整體業績及事務。

所有重大集團之間的結餘、交易、未實現收益及集團之間交易產生的虧損及股息已於綜合時全
數對銷。

此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其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
務所審閱。

2.2 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全
年財務報表一致，惟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並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採
納之準則、修訂及詮釋除外。採納此等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之影響
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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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從事製造、開發及銷售鉛酸蓄電池業務。為管理目的，本集團根據其產品經營一個業務
單位，故有一個報告分部，即製造、開發及銷售鉛酸蓄電池。

並無合計經營分部以組成上述的報告經營分部。

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719,505 361,831
歐盟 292,827 192,885
美國 214,801 167,210
其他亞洲國家／地區 258,987 182,676
其他國家 61,522 39,778

1,547,642 944,380

上文的收益資料乃基於客戶的地點分析。

(b) 非流動資產

本集團所有重要的營運資產均位於中國大陸。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產的地區資料。

(c)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向一名客戶作出人民幣180.2百萬元的銷售（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兩名客戶，分別為人民幣148.6百萬元及人民幣128.2
百萬元)，該等銷售按個別計算超過本集團於該期間總收益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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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為所售貨物的淨發票值。有關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銷售貨物 1,547,642 944,380

其他收入及收益
租金收益 18 20
銀行利息收益 7,340 157
政府補貼* 15,853 3,836
銷售廢料 1,338 143
股權投資公允價值收益，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81 —
其他 2,441 1,304

27,071 5,460

*  政府補貼指當地財政當局向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發放的補貼，以鼓勵它們投資及發展。概
無與該等補貼有關的尚未達成條件或或然因素。

5.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貸利息 17,575 8,687
貼現票據產生的利息 1,948 911

19,523 9,598

6. 稅前利潤

本集團的稅前利潤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所售存貨成本 1,186,467 699,521
僱員福利開支 178,600 87,522
研發成本 36,379 8,03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534 20,360
已撥回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3,727) (838)



– 7 –

7. 所得稅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在所在及經營的司法管轄區按實體基準產生的利潤繳付所得稅。於
有關期間主要的企業所得稅支出／（撥回）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稅項－中國 31,437 21,195
流動稅項－香港 2,073 446
遞延所得稅 (2,104) 1,342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31,406 22,983

8. 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3.3港仙予於二零一一年九
月十五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內的股東。預期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派發。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支付予當時股東的股息為約人民幣
147.7百萬元。

9.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按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及
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1,333,334,000股股份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1,000,000,000股)為基準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按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為
基準計算。計算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指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者
相同），以及假設於視為零代價行使全部具攤薄潛力普通股並兌換為普通股時應予發行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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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依據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182,484 126,982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股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33,334,000 1,000,000,000

攤薄影響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25,989,915 —

1,359,323,915 1,000,000,000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520,929 367,587
添置 314,848 197,749
出售 (487) (2,291)
匯兌調整 23 (16)
期內／年內計提折舊 (27,534) (42,100)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 807,779 520,929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凈值約人民幣306.1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258.3百萬元）之若干廠房及機器已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之擔保。

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人民幣8.0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1.6百萬元）的若干物業並未取得有關中國政府部門授予房地產權證。本集團正
辦理領取該等證書。直至取得該等證書之前，本集團無權轉讓或抵押此等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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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存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料 101,986 175,940
在產品 381,580 285,789
製成品 179,462 225,925

663,028 687,654

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925,395 572,561
應收票據 23,616 33,264
減：減值撥備 (5,623) (9,350)

943,388 596,475

減：非流動部分 (27,837) (11,335)

915,551 585,140

本集團向客戶授予不同的信貸期。個別客戶的信貸期按個別個案考慮。若干客戶須於交付前或
交付時作出部分付款。本集團尋求對其未獲償還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並密切監察該等賬
款，以減低信貸風險。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審閱逾期未付的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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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與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按發
票日（減去撥備）的賬齡分析：

賬齡在以下範圍的未償還結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763,484 444,047
91-180日 105,573 88,472
181-365日 53,284 44,545
1至2年 20,521 17,992
2年以上 526 1,419

943,388 596,47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作為本集團所獲計息銀行貸款擔保之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
據的賬面值為人民幣42.5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5百萬元）。

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已抵押存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217,351 200,948
定期存款 693,924 766,085

911,275 967,033

減：已就計息銀行借貸抵押 — 流動部份 (511,327) (1,178)
已就計息銀行借貸抵押 — 非流動部份 (90,000) —
已就應付票據抵押 (55,627) (59,063)
已就信用證抵押 — (7,070)
超過3個月的定期存款 (14,970) (721,075)

(671,924) (788,3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9,351 178,647

以人民幣計值 711,933 909,368
以美元計值 83,071 30,344
以港元計值 115,522 19,843
以歐元計值 5 6,496
以新加坡元計值 744 982

911,275 96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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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40,811 100,378
應付票據 224,180 245,072

364,991 345,450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288,360 196,091
91至180日 47,847 83,092
181至360日 20,585 58,868
1至2年 1,357 1,734
2至3年 2,437 923
超過3年 4,405 4,742

364,991 345,450

貿易應付款項為不計息，且一般須於90日內支付。應付票據均於180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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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計息銀行借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
計息銀行借貸，有抵押 547,601 336,296
計息銀行借貸，無抵押 — 77,878
有抵押銀行墊款，有抵押 42,492 2,455

590,093 416,629

非流動
計息銀行借貸，有抵押 478,544 —

總計 1,068,637 416,629

以人民幣計值 502,224 396,146
以美元計值 373,533 20,483
以港元計值 192,880 —

總計 1,068,637 416,629

利率 1.31%-7.76% 3.46%-5.89%

上述計息銀行借貸全部須於一年至兩年內償還。本集團的有抵押銀行借貸以下述項目作抵押或
擔保：

(i)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306.1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58.3百萬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

(ii)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13.6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5
百萬元）的若干租賃土地。

(iii)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賬面值約為人民幣601.3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
百萬元）的定期存款。

(iv)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賬面值約為人民幣42.5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5
百萬元）的貿易應收款項。

(v) 本集團內公司簽訂的相互擔保。

16. 購股權計劃

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任何人獲授或同意獲授任
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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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經營租賃安排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出租若干員工宿舍及辦公室物業，經磋商租約為五至十年。租約
一般訂明租戶須支付保證金及根據當時市況定期對租金作出調整。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註銷經營租賃於下列到期間的未來最低租賃應
收款項總額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48 43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11 123
五年後 48 80

207 246

(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用若干辦公室物業及辦公室設備。經磋商辦公室物業的租賃期
間介乎三至五年，而辦公室設備的租賃期間則介乎二至五年。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註銷經營租賃於下列到期間的未來最低租賃付
款總額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6,511 5,607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282 8,365

9,793 1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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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承擔

除上文附註17(b)所載的經營租賃承擔外，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土地及樓宇 81,657 104,486
廠房及設備 263,216 41,507
應付注資予：
收購聯營公司 — 1,433
附屬公司 20,000 20,000

364,873 167,426

19. 報告期後事項

(i)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Leoch Investment (Singapore) Pte. Limited（「Leoch Investment」，
根據新加坡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ACCUPRO Sdn Bhd
（「ACCUPRO」，於一九九零年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訂立合資經營企業協
議，以於馬來西亞成立合營公司。合資經營企業的總投資將為20百萬馬幣（相當於人民幣
43百萬元），其中Leoch Investment及ACCUPRO將分別投資8百萬馬幣（相當於人民幣17百
萬元）及12百萬馬幣（相當於人民幣26百萬元）。合營公司成立後，將分別由Leoch Investment
及ACCUPRO擁有40%及60%股本權益。

(ii) 本公司兩家全資附屬公司深圳理士奧電源技術有限公司（「深圳理士」）及東莞市理士奧電源
技術有限公司（「東莞理士」）已按照當地環保部門要求停產整治並按要求就生產廠房進行自
查及整改工作。深圳理士及東莞理士已完成自查及整改。深圳理士及東莞理士須委聘第三
方專業人士驗證自查整改結果，方可向當地環保部門申請恢復生產。管理層相信前述停產
事宜對本集團不會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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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要約日期」）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採納
的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合資格僱員及董事提呈向他們授出購股權，以認購合共15,800,000
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普通股的建議。授出上述購股權須待本公司於要約日期後不遲於
28日內接獲相應獲授人接受要約後方告作實。

獲授出購股權總數中，有三分之一可於由提呈日期起計五年內（「購股權期間」）的二零一二
年九月一日或之後隨時行使。獲授出購股權總數的另外三分之一可於購股權期間內的二零
一三年九月一日或之後隨時行使。獲授出購股權總數的其餘三分之一可於購股權期間內的
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或之後隨時行使。

認購價為每股3.83港元，即(i)於提呈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每日報價
表所報本公司股份的收市價每股3.64港元；及(ii)緊接提呈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
報價表所報本公司股份的平均收市價每股3.83港元；及(iii)本公司每股股份面值0.1港元中
的最高者。

所提呈的上述購股權中，合共900,000份購股權乃向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提呈，詳情
如下：

姓名 獲提呈的購股權數目

曹亦雄先生 300,000
安文彬先生 300,000
劉陽生先生 300,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購股權獲授人為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他們
的任何聯繫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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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一一年是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後的第一年，在取得資本市
場的支持後，本集團鉛酸蓄電池的業務快速成長。本集團已成為中國領先的鉛酸電池製造商
及開發商，本集團製造的鉛酸蓄電池產品已達1600多種，容量介乎0.251安時至4,050安時，產
品包括備用電池、起動電池及動力電池所有鉛酸蓄電池的各個分類。伴隨著國內高速的城市
化及工業自動化的發展方向，各類鉛酸蓄電池分類對本集團生產的鉛酸蓄電池的需求快速增
長，本集團憑藉在市場的領先地位，大力加強各類鉛酸蓄電池的產銷能力。同時國家環保部
門於期內重新審視鉛酸蓄電池廠房生產設備，加強對鉛酸蓄電池製造業的規管，令產業進一
步整頓，增加了鉛酸電池供不應求的情況。本集團憑藉自身優勢及市場的龍頭地位，增加了
對鉛酸蓄電池的銷售，使業績於期內持續增長。本集團在備用電池、起動電池及動力電池三
個鉛酸蓄電池分類的經營情況如下：

備用電池：

備用電池產品主要應用於不間斷電源系統（「UPS」）、電信通訊、其他消費品類及可再生能源
四個方面。本集團的備用電池銷售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取得大幅增長，銷售金
額為人民幣1,292.1百萬元，增長達57.4%。本集團在UPS電池的銷售大幅增加，這主要因為本
集團取得更多的世界主要UPS製造商的合同，向他們提供鉛酸蓄電池，使本集團佔領更多海
外鉛酸蓄電池製造商的市場份額。雖然電信營運商沒有大幅增加資本開支，但本集團於電信
業的市場份額仍然大增幅長，這是由於本集團佔有各大電信營運商的採購份額持續擴大。再
生能源電池的銷售因太陽能及風能發電所使用之電池大幅增長，使相關電池採購大幅增加。
其他消費品類領域的銷售於期內大幅增加，這主要因為電子消費品銷售增加，使相關電池採
購大幅增加。本集團預計這種趨勢會持續。

起動電池：

起動電池主要是用於汽車及摩托車的起動。本集團的起動電池銷售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六個月取得大幅增長，銷售額為人民幣177.5百萬元，增長達132.8%。這主要得益於本集團
產品的品質及價值被國內外汽車及摩托車製造商及分銷商認同，加上本集團期內加大對起動
電池的生產量來滿足市場需求，因此本集團的起動電池銷售大幅增加。本集團預計這種趨勢
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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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電池：

動力電池主要是用於為電動自行車、叉車及高爾夫球車等電動交通工具提供動力。本集團的
動力電池銷售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錄得大幅增長，銷售額為人民幣63.5百萬元，
增長達796.1%。這主要因為各國政府加大對環保新型交通工具的推動，令這類動力電池的需
求大幅增加，加上本集團期內加大對電動自行車、叉車及高爾夫球車電池的生產來滿足市場
需求，因此本集團的動力電池銷售大幅增加，本集團預計這種趨勢會持續。

銷售網路

本集團的中國銷售總部設在北京，並已在全國32個主要省市設有銷售辦事處及專業銷售團隊。
本集團的國際銷售總部設在深圳及香港，在美國、歐洲及新加坡建立專業銷售隊伍並設有倉
庫，銷售網路覆蓋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世界各地的客戶提供服務。目前，本集團有超
過400名銷售人員及售後服務人員，並在16個國家擁有分銷商。本集團在中國國內已開設了11
家電池專賣店，以進一步增強其銷售能力，並使其直接面對消費者，增加邊際利潤。本集團
將會繼續擴建其銷售隊伍及銷售網路，以增強銷售能力及對銷售渠道的控制。

生產基地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經營五個中國全資生產基地和一個馬來西亞合資生產基地，
生產基地面積合共約為87萬平方米，其中58萬平方米的生產基地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上市後
開工建設。目前，該等新建生產基地的基建工程已基本完工，並正按計劃安裝生產設備，部
份已安裝及開始試產。本集團的產能己由上市時的5.1百萬千伏安時增至7.5百萬千伏安時。本
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底的生產線數量有53條，期內本集團已增加了17條至共70條。本集團仍會
積極尋求建設新的生產基地，以進一步加強其生產及製造能力。

研發

為進一步保持本集團在鉛酸蓄電池技術的領先地位，本集團於研發方面大量投資，本集團在
肇慶和江蘇擁有兩個配備先進器材的研發中心，有超過400名研究人員及技術人員。目前，本
集團在中國持有56項專利及在香港持有1項專利，另有270項專利技術正在申請中。

本集團正在肇慶建設一個8萬平方米的新科研基地以支援其在電池技術的進一步研發工作，並
保持其在行業上的領先地位。該科研基地預計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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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價格走勢

鉛為鉛酸蓄電池的主要原材料以及本集團生產電池的主要銷售成本。根據上海有色網（有色金
屬市場資訊服務提供商）的資料，鉛價在年內的變動表現穩定。國內平均鉛價從二零一零年的
每噸人民幣16,108元略為上升至二零一一年的每噸人民幣16,917元，增幅大約為5%。為應對
潛在的鉛價波動風險，本集團基本上透過價格聯動機制將原材料價格的浮動轉嫁至客戶（包括
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BMW、Jaguar以及Mattel等大客戶），抵消了相關的風險。
本集團亦將採購原材料中央化，讓其可就大量採購合約進行有利磋商及降低原材料成本。

部份廠房暫停生產

本集團旗下從事鉛酸蓄電池組裝生產的附屬公司深圳理士奧電源技術有限公司，以及東莞市
理士奧電源技術有限公司，已暫停生產以進行自查工作。兩家公司僅占本集團綜合產能約
3.5%，故在其停產的情況下，本公司其他附屬公司完全能承接兩個組裝工廠的產能，基本不
影響本集團經營。

未來前景

本集團相信中國會加速現代化，而耗電量將會上升，因此，電池作為各種電動設備的必要零
部件，其需求也會大幅增加。而鉛酸蓄電池因其高循環率、低成本及可靠的安全性使其在可
見的未來是無可替代的。因此本集團預計在中國產業升級及外國產業轉移、中國經濟的快速
現代化及城市化、中國鉛酸蓄電池企業的產業整合及可再生能源被更加廣泛應用等情況下，
中國的鉛酸蓄電池市場需求會持續增長。本集團預計鉛酸蓄電池在備用電池、起動電池及動
力電池三大分類都會繼續大幅增長，本集團會緊抓這次機遇，將本集團打造成全球主要電池
供應商之一。為了緊抓市場機遇，本集團對鉛酸蓄電池的三大分類進行如下戰略佈置：

備用電池：

隨著中國產業繼續升級，技術不斷提高，及以往依賴低端的技術逐步提升至目前高科技水平，
令國際電池買家紛紛將訂單轉移到中國，本集團預計備用電池市場會持續增長。在備用電池
主要應用的四個應用方面：電信、UPS、其他消費品及可再生能源產業，本集團預計都會持
續增長。本集團今年取得多家大型UPS製造商的認證，證明本集團產品的價值與質量。在本
集團的努力下，電信營運商非常接受本集團高質量的產品及優質的服務，使各電信營運商繼
續增加向本集團採購，使本集團在電信電池市場的市場份額持續擴大，本集團預計今後會在
這方面取得更多訂單。電子消費品電池銷售也會因電子消費品銷售上升而持續增加，本集團
預計今後會在這方面取得更多訂單。可再生能源電池的銷售也會因太陽能風能發電被進一步
推廣應用而大幅增加，本集團預計今後會在這方面取得更多訂單。本集團會全力達到這些產
品需求，而備用電池將為本集團業績持續增長做出貢獻。



– 19 –

起動電池：

中國一直處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消費需求不斷擴大。農村人口大量轉移至城鎮，中國的
城市化率越來越高，城市化也使交通工具的需求會進一步增加。中國汽車製造達世界第一，
這將會更進一步帶動起動電池的需求，本公司預計這種趨勢會持續。本集團會積極按市場需
求，擴大生產。包括BMW、Jaguar、豪爵、Pep Boys等汽車與摩托車製造商及電池銷售商已
加大向本集團採購電池。此外，本集團將利用其11家電池專賣店以增強本集團對起動電池的
銷售。本集團將會加大對起動電池生產和銷售的投入，而起動電池將為本集團業績持續增長
做出貢獻。

動力電池：

綠色能源近年來一直被各國政府更為重視。客戶對動力電池的需求大幅增加，本集團預計這
種趨勢會持續。本集團將會加強動力電池的產銷能力。本集團已開設了11家電池專賣店出售
動力電池，以增強本集團的銷售能力及增加銷售渠道。動力電池將為本集團業績持續增長作
出貢獻。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為人民幣1,547.6百萬元，相比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升63.9%。本公司股東佔利潤為人民幣182.5百萬元 ，比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升達43.7%。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14
元。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944.4百萬元，增加63.9% 至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547.6百萬元。

就產品類別而言，備用電池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21.0百萬
元上升57.4%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92.1百萬元；起動電池的收益由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6.3百萬元上升132.8%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7.5百萬元；動力電池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
民幣7.1百萬元上升796.1%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3.5百萬元。收益上升
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銷量大幅上升所致。以下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電池類型劃分的收益明細︰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增長／
產品類型 收益 佔比 （下降）率 收益 佔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備用電池 1,292,091 83.5% 57.4% 820,984 87.0%
起動電池 177,528 11.5% 132.8% 76,253 8.1%
動力電池 63,453 4.1% 796.1% 7,081 0.7%
其他 14,570 0.9% (63.6%) 40,062 4.2%

合計 1,547,642 100% 63.9% 944,3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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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域方面，本集團客戶主要位於中國、美國、歐洲及其他亞洲國家。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中國的銷售收益由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61.8百萬元
大幅上升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719.5百萬元，增加98.9%，佔本集團總收益的
46.5%（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同期為38.3%）。本集團於中國國內銷量大幅增加，主要是中
國國內需求大幅增加，使中國國內銷量增幅大於出口增加。

以下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地域劃分的收入明細︰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中國 719,505 46.5% 361,831 38.3%
美國 214,801 13.9% 167,210 17.7%
歐洲 292,827 18.9% 192,885 20.4%
其他亞洲國家／地區 258,987 16.7% 182,676 19.4%
其他國家 61,522 4.0% 39,778 4.2%

合計 1,547,642 100% 944,380 100%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99.5百萬元，增加69.6% 至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186.5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銷售量增加，
因此銷售成本相應增加。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44.9百萬元，增加47.5% 至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61.2百萬元，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25.9%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3.3%。本集團成本在期內
增加，使毛利率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員工數目大幅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它收入及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5百萬元，增加395.8%至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7.1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期內政府補助增加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7.3百萬元，增加56.0%
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2.6百萬元，主要是由於銷售成本在銷量大幅
增長後相應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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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4.6百萬元，增加45.2% 至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9.3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期內本集團為持續擴張
需要而加強管理，增加行政管理人員數目所致。

其他營運開支

本集團的其它營運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8.9百萬元，增加270.8%
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3.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期間研發開
發費用增加所致。

財務費用

本集團的財務費用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9.6百萬元，增加103.1%至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9.5百萬元，主要是本集團的銀行貸款相應增加及
利率於期內也相應增加所至。

所得稅前利潤

由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除所得稅前利潤人民幣213.9
百萬元，相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人民幣150百萬元，升幅為42.6%。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3.0百萬元，增加36.6%至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1.4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應稅利潤增加所致。

期內利潤

由於以上因素，本集團的期內利潤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7.0百萬元，
增加43.7%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82.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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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8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442.0百萬元），當中現金及銀行存款為人民幣821.3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67.0百萬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借貸人民幣1,068.6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416.6百萬元），全部計息及須於兩年內償還。本集團的借貸以人民幣、美元及港
元計值，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實際利率是1.31%至7.76%（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46%至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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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大部分銀行借貸都以本集團若干資產抵押，包括預付土地租賃款項、物業、廠房及設
備、貿易應收款項以及銀行存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是26.9%（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5%），乃將各期間的總銀行借貸除以同期總資產再乘以100%後得出。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的產品銷售採用價格聯動機制，銷售款的匯率波動風險基本轉到客戶，但本集團的外
幣應收賬款於賬期內可能存在風險，但根據中國政府公開資訊，人民幣升值會採取慢幅升值，
因此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不存在重大匯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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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抵押

詳情請參閱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之附註15。

資本承擔

詳情請參閱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之附註18。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11,861位僱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包括薪酬及工資、獎金、以權益結算購股權開支及退休福利計
劃供款，為合計人民幣178.6百萬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人民幣87.5百萬元）。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勞資糾紛或於顧員數目上出現干擾正常業務營運的重大變動。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3.3港仙，股息將派付予於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本次中期股息預計於二零一一
年十月十八日派付。

停止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二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
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收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
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半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
記處中央證券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和合中心17樓1712-17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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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規則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有關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規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經具體諮詢後，本公司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的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務求維護股東利益及提升企業價值。董事會認為，除以
下偏離外，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列明的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

此守則條文規定，主席（負責管理董事會）及行政總裁（負責管理上市發行人業務的日常運作）
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董李先生現時同時出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
職位。由於董李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於電池工業有豐富經驗，故董事會認為由董李先生身
兼兩職能為本集團帶來最大利益，為董事會及本集團發展提供持續有效的管理。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曹亦雄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劉陽生先生及安文彬先生
組成，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財務報表，並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及
核數師討論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成功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總籌集款項為
1,783.3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1,503.4百萬港元已用於擴充產能、擴大銷售渠
道及撥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所得款項淨額的餘款將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三日的招股章程所列載方式應用。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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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購股權

董事會決議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向各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
股權，以認購合共15,8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本公司普通股。上述購股權將須待本公司
收到各獲授人接納後方可作實授出。有關授出購股權的詳請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
八月二十三日的公佈。

公佈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載有根據上市規則所規定的資料，將於
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leoch.com)。

致謝

董事會謹此對本集團的股東、客戶、供應商及員工一直以來對本集團的鼎力支持，致以由衷
謝意。

承董事會命
理士國際技術有限公司

主席
董李先生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董李先生、趙歡女士及Philip Armstrong Noznesky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安文彬先生、劉陽生先生及曹亦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