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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hua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196）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七日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變動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人民幣千元） 1,295,290 685,596 88.9%
毛利（人民幣千元） 330,025 161,667 104.1%
毛利率（%） 25.5% 23.6%
經營溢利╱（虧損）（人民幣千元） 83,850 (54,095)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人民幣千元） 52,774 (89,458)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和攤薄
　（人民幣分） 1.64 (2.77)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董事會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

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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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的比較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
息的審閱》進行審閱，其無重大修訂的審閱報告載於將送交股東的綜合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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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中期業績亦已獲審核委員會審閱，該委員會僅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一人為
審核委員會主席。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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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1,295,290 685,596

銷售成本 (965,265) (523,929)

毛利 330,025 161,667

其他收入 5 2,417 3,193
其他淨（虧損）╱收入 (71) 1,253
其他經營支出 (560) (1,227)
銷售費用 (75,945) (69,984)
一般及行政費用 (172,016) (148,997)

經營溢利╱（虧損） 83,850 (54,095)

財務收益 10,840 8,755
財務費用 (16,623) (54,526)

財務費用淨額 6(a) (5,783) (45,77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757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4,537) (1,484)

稅前溢利╱（虧損） 6 75,287 (101,350)

所得稅（支出）╱利得 7 (15,059) 12,176

期間溢利╱（虧損） 60,228 (89,174)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2,774 (89,458)
　非控股權益 7,454 284

期間溢利╱（虧損） 60,228 (89,174)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和攤薄（人民幣分） 9 1.6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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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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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溢利╱（虧損） 60,228 (89,174)

期間其他稅後全面收益

換算中國境外經營業務之財務報表所產生之
　滙兌差異 (10,872) (18,504)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9,356 (107,678)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1,957 (107,969)
　非控股權益 7,399 291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9,356 (10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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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7,339 529,574
—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之
　 　權益 139,699 140,058
— 永久業權土地 5,217 5,339

802,255 674,971

就收購租賃持有土地支付按金 223,972 218,984
在建工程 187,986 77,144
無形資產 249,028 272,585
聯營公司權益 61,335 —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29,634 41,868
遞延稅項資產 71,389 69,341

非流動資產總額 1,625,599 1,354,893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767,113 1,859,89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330,099 1,217,10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61,373 25,749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6 6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6 6
可收回本期稅項 23,420 27,508
其他金融資產 — 473,680
已抵押銀行存款 76,475 29,072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6,600 4,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21,490 1,002,727

流動資產總額 4,686,582 4,639,753

資產總額 6,312,181 5,99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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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769,950 444,00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8,810 48,20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101,341 1,209,911
本期稅項 11,826 11,196
產品保修撥備 19,885 15,738

流動負債總額 1,931,812 1,729,051

流動資產淨額 2,754,770 2,910,7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380,369 4,265,595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242,265 182,318
遞延稅項負債 13,645 12,486

非流動負債總額 255,910 194,804

負債總額 2,187,722 1,923,855

權益

股本 299,593 299,593
儲備 3,710,206 3,663,93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4,009,799 3,963,530

非控股權益 114,660 107,261

權益總額 4,124,459 4,070,791

負債及權益總額 6,312,181 5,99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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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編
製，包括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獲批准刊發。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二零一零年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
同，惟預期於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除外。此等會計政策變動
之詳情載於附註2。

2.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了一系列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改及一項新增詮釋，於本
集團及本公司現時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以下變更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相關：

—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修訂），關連方披露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二零一零年）

本集團概無採納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該等變更主要關於澄清幾項適用於本集團財務報表的披露要求。這些變更對本中期
財務報告內容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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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期內就提供予本集團最高級執行管理人員用作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之本集團
可報告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陸地鑽機 零部件及其他 海洋鑽機 合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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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
　收入 907,454 466,642 387,836 218,954 — — 1,295,290 685,596
分部間收入 — — 312,184 139,423 — — 312,184 139,423

分部收入 907,454 466,642 700,020 358,377 — — 1,607,474 825,019

分部溢利╱
　（虧損） 89,776 (27,501) 36,165 20,859 (22,295) (10,761) 103,646 (17,403)

於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2,393,920 2,667,836 1,313,918 1,442,078 414,886 329,878 4,122,724 4,439,792

(a) 分部溢利或虧損之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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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利╱（虧損）

分部溢利╱（虧損） 103,646 (17,403)
分部間溢利抵銷 (19,707) (35,179)

來自本集團外部客戶之分部溢利╱（虧損） 83,939 (52,58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757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4,537) (1,484)
其他收入、支出和淨（虧損）╱收入 1,786 3,219
財務費用淨額 (5,783) (45,771)
未分配總部及公司費用 (1,875) (4,732)

合併稅前溢利╱（虧損） 75,287 (1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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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報告分部之變動

期內分部報告主要變動為新增加了海洋鑽機分部。因為本集團業務的發展，給
本集團的最高經營决策者的內部報告包括了新的可呈報的海洋鑽機分部。海洋
鑽機分部致力於製造和銷售海洋鑽機。

(c) 經營季節性

根據經驗，本集團下半年之銷售收入較上半年高。本集團客戶從事油氣開採行
業，通常的做法是將較大金額的採購訂單安排在年初。考慮到生產和交付進
度，該等採購訂單所涉及之完工產品通常於下半年交貨。當客戶接納貨品所有
權之相關風險及回報時，銷售貨品收入將確認入賬。因此，本集團預計下半年
完工產品付運前存貨會逐漸增加。因此上半年呈列之收入及業績通常比下半年
低。

4.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鑽探鑽機及相關零部件之製造、銷售及貿易。收入指向客戶提
供之貨品之銷售金額減增值稅、退貨及貿易折扣。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客戶中，有四名客戶（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三名客戶）的交易分別佔本集團收入的16%、15%、
12%及12%（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29%、24%及22%）。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銷售給該等客戶的鑽探鑽機和其他零部件的收入分別約
為人民幣2.11億、人民幣1.93億、人民幣1.57億和人民幣1.57億（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个月：人民幣1.98億、人民幣1.66億和人民幣1.51億），並分別從中東、
歐洲及中亞、北美和歐洲及中亞地區獲得（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
北美、歐洲及中亞和南亞地區）。

5.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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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維修服務 688 2,834
其他 1,729 359

2,417 3,193



9

6. 稅前溢利╱（虧損）

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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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財務費用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3,963) (8,755)
於可供出售投資之利息收入 (6,877) —

財務收益 (10,840) (8,755)

滙兌虧損淨額 1,517 30,703
應於五年內全額償還之計息借貸利息 19,904 26,712
銀行費用 2,536 1,935

23,957 59,350
減：利息開支資本化為在建資產* (7,334) (4,824)

財務費用 16,623 54,526

財務費用淨額 5,783 45,771

* 借貸成本已按每年2.29%–6.97%的利率資本化（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68%–6.50%）。

(b) 僱員成本

向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23,316 19,931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 4,312 10,482
薪金、工資及其他利益 134,320 106,098

161,948 136,511

(c) 其他項目

攤銷及折舊
—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租賃土地 1,433 886
— 其他固定資產 30,220 23,736
— 無形資產 17,560 18,35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損失 13,712 681
經營租賃費用：物業 2,033 2,839
產品保修撥備 19,130 13,663
研發成本（附註） 22,286 18,888

附註： 研發成本包括研發部之僱員成本，已包含在披露的附註6(b)的總僱員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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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收益表內所得稅支出

(a) 綜合收益表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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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稅項 — 香港以外地區

本期計提 15,426 2,234

以前年度少╱（多）計提 523 (1,113)

15,949 1,121

遞延稅項

臨時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890) (13,297)

15,059 (12,176)

(i) 香港

截至二零一零年和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須繳納香
港利得稅之應課稅利潤，故本集團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ii) 中國

根據中國所得稅條例及法規，本集團旗下的各中國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
和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須按25%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繳納，
惟下列公司除外：

(a) 四川宏華石油設備有限公司（「宏華公司」）

宏華公司是一家外商獨資企業，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減按12.5%課稅。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中
國的相關稅收法規，所得稅按適用高新技術企業的15%的減低稅率計
提。

(b) 成都宏天電傳工程有限公司（「宏天公司」）及四川宏華友信石油機械有
限公司（「友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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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天公司和友信公司被確認為公司在中國西部成立並有超過70%的收
入源自受鼓勵商業活動的企業。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這兩家公司享有15%的所得稅優惠稅率。從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起，宏天公司和友信公司適用所得稅率為25%。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財政部、海關總署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
頒佈了財稅[2011]第58號文其規定受鼓勵商業活動的西部企業可從二
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享受15%的優惠
所得稅率（「特許稅」）。宏天公司和友信公司將申請特許稅去延續於二
零一一年至二零二零年期間採用15%的優惠所得稅率。

(iii) 其他

其他實體之稅項乃基於估計的應稅收入及按相關司法權區適用之現行稅率
繳納。

(b) 代扣所得稅

根據中國稅法及其實施細則，非中國居民企業來自中國居民企業的於二零零八
年一月一日之後溢利所產生的應收股息須按稅率10%繳納代扣所得稅。遞延稅
項負債已根據中國境內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可預見之將來就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產生之溢利預計派發之股息計提撥備。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息（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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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
益持有人於該期間應佔溢利人民幣52,774,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虧損人民幣89,458,000元）以及於中期已發行加權平均股數3,223,798,400
股（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23,782,961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由於期權是非稀釋性的。因此，對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和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虧損）等於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10. 存貨

(a) 資產負債表中的存貨包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603,554 826,226
在製品 830,189 606,555
製成品 328,046 422,624
在運貨物 5,324 4,492

1,767,113 1,859,897

(b) 對確認為開支的存貨金額分析如下：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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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售存貨之賬面值 941,659 500,801
存貨沖銷 4,501 9,702
存貨沖銷撥回 — (237)

946,160 51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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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1,045,424 1,018,668
應收票據 4,000 4,000
減：呆賬撥備 (139,985) (126,273)

909,439 896,395
應收增值稅 181,671 102,348
預付款項 138,491 125,406
其他應收款項 100,498 92,959

1,330,099 1,217,108

所有應收賬款預期於一年內收回，所有其他應收款項預期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費
用。

賬齡分析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內包括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於資產負
債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556,883 704,274
過期不到一個月 14,283 7,407
過期一至三個月 11,012 16,707
過期超過三個月但不到十二個月 169,487 40,132
過期超過一年 157,774 127,875

909,439 896,395

本集團一般向貿易客戶授出30至90天之平均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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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631,389 492,616
應付票據 89,884 181,425
預收款項 258,004 399,612
其他應付款項 122,064 136,258

1,101,341 1,209,91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付票據以已抵押銀行
存款作擔保。所有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償付或確認為收入或須
於要求時償還。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433,684 373,363
三個月至六個月內 126,318 138,841
六個月至一年內 70,044 39,751
一年以上 91,227 122,086

721,273 67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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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期內，本集團實現收入約人民幣12.95億元，比去年同期之人民幣6.86億元上升了88.9%。
本集團毛利約為人民幣3.30億元，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53億元。

行業回顧

期內，全球經濟延續二零一零年以來的復蘇態勢，尤其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態勢
依然保持強勁。期內，世界原油需求回升，而國際原油價格大幅波動。受惠於石油開採
的經濟性提高，油氣公司逐漸加大了勘探開發投資。全球石油和天然氣勘探和開採活
動增加，帶動了石油鑽採裝備的需求，為行業創造了較為良好的營商環境。根據 Baker 
Hughes 的研究，期內全球運行鑽機平均數量較去年同期增長17.6%。

與此同時，由於日本核泄漏事故影響，部分發達經濟體正重新考慮其核電政策，並有意
未來擴大對清潔能源或再生能源的支持和推廣。繼歐美多國積極部署煤層氣和頁岩氣
的勘探及開發利用後，中國等擁有豐富煤層氣和頁岩氣資源的新興經濟體，亦積極推動
其煤層氣和頁岩氣資源的開發利用。期內，中國對頁岩氣區塊的探礦權成功進行首次招
標。

業務回顧

期內，在同質化競爭加劇的市場環境下，本集團重點優化產品結構和完善市場佈局，走
產品差異化和服務差異化的道路，努力抓緊全球經濟和油氣鑽採領域全面復蘇所帶來
的機遇，促進生產運營、市場開拓、戰略合作和持續發展等方面的良性發展。

陸地鑽機與零部件及其他業務

期內，本集團專注於拓展核心鑽機產品的銷售，陸地鑽機和零部件的銷售均取得理想的
表現。與此同時，本集團繼續成功地從中亞、北美和東南亞市場取得客戶訂單，向當地
客戶推廣高性價比的陸地鑽機產品，鞏固本集團的市場地位。期內，本集團成功入股成
都金控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以借助融資租賃平台幫助解決其客戶在資金上的需求，從而
提高鑽機的銷售數量，及推進本集團主營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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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本集團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和認可程度，本集團加大市場宣傳力度，並參加了中國
國際石油石化技術裝備展會、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展會、美國海上石油展會等8個展會，
推動本集團核心鑽機產品的銷售。同時，宏華進一步完善產能佈局。期內，本集團位於
迪拜的廠房主體部分已順利通過建造驗收，獲得 Jebel Ali 自由貿易區管委會頒發的完工
證書。本集團的美國基地完成改建，現已正式投入使用，將進一步提升本集團市場推廣
的能力。

海洋業務發展

期內，本集團於中國江蘇省之啓東海洋基地完成行政審批，各項建設工程正按規劃有序
進行。本集團亦積極尋找戰略合作機會以提升海洋生產基地的競爭力和生產能力。本集
團於今年7月宣佈將與新加坡海洋裝備生產商 SBI Offshore Limited 籌建合營公司，利用
兩家公司在生產工藝和市場拓展上的競爭優勢，向全球海洋鑽採行業提供按單生產服
務。

油氣工程服務

期內，本集團成功落實業務多元化策略，延伸其產業鏈至油氣工程服務領域。期內，本
集團位於哈薩克的油氣工程服務項目已全面開展，本集團不但為項目提供自主研發生產
的7,000米數控鑽機及專業工程團隊，更成功按項目的鑽採規劃需要完成了鑽機設備大
成套的安排和配置。此外，本集團位於中國新疆省的油氣工程服務項目也順利開鑽，首
口鑽井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底順利完鑽。

產品研發

本集團一直致力於將產品研發與市場銷售有效結合起來，積極研發新產品和進行市場推
廣。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宏華累計提交123項專利申請，其中76項專利已通過
審批。期內新增6項專利申請，其中3項為新發明。本集團研製的直驅頂驅、直驅鑽井泵
組等新產品已經成功推出，正不斷進行優化設計，以滿足不同地區的客戶需求。同時，
本集團針對頁岩氣等非常規天然氣資源研發鑽採裝備，如超級單根鑽機、連續管鑽機、
齒輪齒條鑽機和壓裂泵組等。在海洋油氣裝備領域，「宏華一號」自升式鑽井平台的基
礎設計工作已完成，並已獲得美國船級社ABS的審查認證，現正在進行詳細設計和施工
圖設計，其中自升式平台的升降系統和鎖緊系統設計已經遞交美國船級社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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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企業管理

在積極發展業務的同時，本集團亦致力於建立健全有效的質量、環境和安全管理體系。
期內，繼API和ISO9001證書之後，本集團又獲得OHSAS18001：2007職業健康安全管理認
證證書和環境管理體系荷蘭國家認可委員會(RvA)認證證書。本集團於期內進行組織結
構梳理與優化，以不斷提升本集團的經營效率，並制定了系統化的培訓計劃，將內部培
訓與外部培訓相結合，提高員工的技能和綜合實力。期內，完成各類培訓共計258期。

展望

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新興市場國家有望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的勢頭，並帶動原油需求的上
升，然而中東北非局勢仍然存在不明朗的因素，加上歐美債務危機的影響，市場預期未
來油價將持續波動，為油氣市場帶來不穩定因素。但長遠而言，石油及天然氣在全球能
源結構中仍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預期全球未來的石油及天然氣需求仍將穩步上升，推動
國際油氣勘探開發支出增加，為油氣裝備行業發展創造較為穩定的經營環境。

同時，由於陸地常規油氣資源供應增幅有限，非常規油氣資源和海洋油氣資源將逐漸成
為未來油氣新增產量的主要來源。隨着中國和其他國家日益重視非常規油氣的勘探開
發，將為油氣鑽採設備行業帶來重大的商機。本集團將繼續加強非常規油氣資源領域的
技術和裝備儲備，以及按計劃穩步推進海洋基地的建設和海洋工程裝備產品的研發，充
份把握市場對相關鑽採裝備需求上升所帶來的商機。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努力抓住行業穩步發展的機遇，加大研發投入，致力把本集團的技
術優勢全面轉化為市場優勢，及時推出適應市場變化的新產品，提高產品的多樣化和差
異化，不斷完善和提高技術服務的能力，鞏固和擴大市場份額。本集團亦將進一步開拓
油氣工程服務的業務，並積極在油氣資源上下游產業鏈中捕捉具備本集團良好增長前
景的投資與合作機會。

本集團將繼續憑藉強大的自主研發實力、技術優勢、完善的銷售網絡和多年在鑽採設備
製造領域的豐富經驗，堅持以裝備製造為基礎，工程服務及資源開發相輔助，三大業務
板塊互動發展的戰略，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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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的毛利和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約為人民幣3.30億元及人民幣0.53億元，
而去年同期本集團的毛利和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分別約為1.62億元和0.89億元。毛利率
及淨利率分別為約25.5%和4.1%。期內，本集團毛利和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的上升主要
是由於銷售收入大幅增長所致。

收入

期內，本集團之收入約為人民幣12.95億元，比去年同期之人民幣6.86億元增長人民幣6.09
億元，增長88.9%。收入增長主要由於全球陸地鑽機市場逐漸恢復，客戶對陸地鑽探鑽
機之需求增長。其中，期內鑽機銷售數量由去年同期的9台，上升至19台。

期內，本集團收入按地區分類：本集團出口收入約人民幣12.13億元，約佔總收入的
93.6%，比去年同期增長人民幣5.66億元。其中，南亞及東南亞、中東市場收入大幅增
加，鑽機銷售分別由去年同期的1台和0台，升至5台和3台；歐洲及中亞、北美市場也有
所開拓，期內分別銷售鑽機5台和4台，而去年同期均為3台；其他地區和國內銷售收入
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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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按地區分類餅圖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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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及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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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北美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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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及東南亞
18.2%

北美 中東 歐洲及中亞 南亞及東南亞中國 其他地區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北美 中東 歐洲及中亞 南亞及東南亞中國 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
0.1%

北美
38.1%

歐洲及中亞
32.5%

南亞及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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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5.7%

中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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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集團收入按產品分類：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6個月 2011年1–6月對比2010年1–6月
按產品分類 收入 比例 數量 收入 比例 數量 收入變動額 收入變動率

人民幣千元 （%） （台） 人民幣千元 （%） （台） 人民幣千元 （%）

數控鑽機 846,419 65.4% 15 466,642 68.1% 9 379,777 81.4%

傳統鑽機 61,035 4.7% 4 — — — 61,035

小計 907,454 70.1% 19 466,642 68.1% 9 440,812 94.5%

零部件及其他 387,836 29.9% 218,954 31.9% 168,882 77.1%

合計 1,295,290 100.0% 685,596 100.0% 609,694 88.9%

期內，鑽探鑽機及鑽機零部件及其他分別約為人民幣9.07億元、人民幣3.88億元，比去
年同期約人民幣4.67億元、人民幣2.19億元分別增長94.5%和77.1%。

鑽探鑽機分為數控鑽機和傳統鑽機，期內銷售收入分別約為8.46億元、0.61億元。鑽探
鑽機收入增加主要是鑽探鑽機銷售數量由去年同期的9台，增加至19台，而其平均單價
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52億元下降至人民幣0.48億元。期內，本集團實現銷售4台重型
7,000米，1台重型9,000米鑽機，10台5,000米中型鑽機，3台輕型3,000米和1台輕型1,000米
鑽機。

鑽機零部件及其他收入增加主要是期內銷售了3台自製頂驅，而去年同期沒有。

銷售成本

期內，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人民幣9.6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幣4.41億元，增幅約
為84.2%。銷售成本增加主要是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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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3.3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人民幣1.68億元。其中，鑽探
鑽機毛利約人民幣2.2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35.1%；鑽機零部件及其他毛利約人民幣
1.02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59.4%。

期內，本集團總毛利率為25.5%，比去年同期的23.6%增加1.9個百分點。

鑽探鑽機毛利率約為25.1%，比去年同期的20.8%增加4.3個百分點。鑽探鑽機毛利率增加
主要由於期內銷售大幅增長，單位鑽機攤銷的製造費用減少所致。

鑽機零部件及其他毛利率約為26.3%，比去年同期下降3.1個百分點，主要是美元兌人民
幣滙率下跌及泥漿泵平均銷售價格有所下降所致。

期間費用

期內，本集團銷售費用約人民幣0.76億元，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70億元增加人民幣0.06
億元，增幅為8.6%。主要是因為期內銷售量的增長而帶來的運輸費增加約人民幣0.10億
元，部分被其他銷售費用的下降抵銷了。

期內，本集團管理費用約人民幣1.72億元，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49億元增加人民幣0.23
億元，增幅約為15.4%。主要是因為期內本集團對長賬齡的應收賬款計提了減值準備約
人民幣0.14億元，而去年同期僅有約人民幣0.7百萬元；以及其他管理費用在業務增長和
費用控制的情況下有合理的增長。針對已計提的減值準備的應收賬款，本集團仍在積極
進行催款工作。

期內，本集團財務費用淨額約人民幣0.06億元，而去年同期財務費用淨額約為人民幣0.46
億元。財務費用減少主要是因為期內美元和歐元兌人民幣滙率漲跌互現且本集團加強
了滙率風險管理，淨滙兌損失約為人民幣0.02億元而去年同期歐元兌人民幣貶值較大，
造成本集團相關合同滙兌淨損失約為人民幣0.31億元。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期內，本集團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約為人民幣0.05億元，比去年同期的虧損約人民幣
0.01億元，增加虧損人民幣0.0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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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期內，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溢利約為人民幣0.02億元，而去年同期無該投資。

稅前溢利╱虧損

期內，本集團稅前溢利約為人民幣0.75億元，而去年同期稅前虧損約為人民幣1.01億元。
主要是由於銷售收入和毛利的大幅增長。

所得稅支出╱利得

期內，本集團所得稅支出約為人民幣0.15億元，而去年同期所得稅利得約為人民幣0.12
億元。所得稅支出主要是本集團稅前溢利，以及期內本集團之購股權產生之以股份為基
礎的費用人民幣0.04億元（去年同期為人民幣0.10億元）未能在期內進行所得稅抵扣。

期間溢利╱虧損

期內，本集團溢利約為人民幣0.60億元，而去年同期虧損約為人民幣0.89億元。其中本
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53億元，非控股權益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07億
元。期內淨利潤率為4.1%，而去年同期淨虧損率為13.0%，主要是由於期內銷售收入的
大幅增長而帶來的期間費用率較去年大幅下降。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EBITDA) 和 EBITDA 利潤率

期內，EBITDA約為人民幣1.30億元，而去年同期虧損約為人民幣0.13億元，主要是銷售
收入的增長帶來的經營利潤的大幅增長。EBITDA 利潤率為10.1%，而去年同期虧損率
為1.8%。主要是由於毛利率的增加以及銷售收入的大幅增長而帶來的期間費用率較去年
同期大幅下降。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局建議不宣派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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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來源及借款情況

本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包括上市募集資金、經營所得現金、銀行貸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貸款金額約人民幣10.12億元，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增加人民幣3.86億元；其中，須於一年內償還之借款約人民幣7.70億元，比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人民幣3.26億元。貸款的增加主要是因為業務量增加，
資金需求相應增加。

存款及現金流量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14.21億元，比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人民幣4.18億元。

期內，本集團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出約人民幣2.26億元；因售出其他金融資產，投資活動
現金淨流入約人民幣2.85億元；融資活動現金淨流入約人民幣3.67億元，主要是增加了
貸款；因外滙滙率變動影響的現金淨流出約人民幣0.08億元。

資產結構及變動情況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總額約人民幣63.12億元，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增加人民幣3.18億元，增幅為5.3%。其中，流動資產約人民幣46.86億元，流動
資產佔資產總額約74.3%，主要為上市募集資金、存貨及應收賬款；非流動資產約人民
幣16.26億元，佔資產總額約25.7%。

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負債總額約人民幣21.88億元，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增加人民幣2.64億元。其中，流動負債總額約人民幣19.32億元，佔負債總額約
88.3%；非流動負債總額約人民幣2.56億元，佔負債總額約11.7%。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34.7%，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上升了2.6個百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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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總額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權益總額約人民幣41.24億元，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增加人民幣0.54億元；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約人民幣40.10億元，比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人民幣0.46億元；非控股權益總額約人民幣1.15億元，比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人民幣0.07億元。每股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24元，比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1.23元，增加人民幣0.01元。期內，本公司每股溢利約
為人民幣1.64分，而去年同期每股虧損約為人民幣2.77分，增加人民幣4.41分。

或然負債及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或然負債主要為與64自然人之糾紛。根據中國法律顧
問的意見，認為目前由於64名原投資者並未向中國政府當局登記成為宏華公司的股東，
故根據中國法律，他們並無被視為宏華公司股東的合法理據，本集團亦認為於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已就該等糾紛之法律費用作出充分撥備。

本集團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0.76億元，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人民
幣0.47億元。

資本支出及重大投資及承諾情況

期內，本集團用於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的資本開支總額約人民幣2.73億元，比去年同期
增加人民幣約1.98億元，主要是由於海洋項目建設及油氣工程服務所用鑽機的投入。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時，本集團有約人民幣19.03億元之資本承諾，用於建設江蘇
啟東海洋設備基地和擴大本集團之業務及產能。

滙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擁有部分外幣存款，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外幣存款折合人民幣約
0.62億元，應收賬款及其它應收款項外幣折合人民幣約7.11億元。本集團出口及以外幣
結算之業務，存在滙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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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使用情況

首次公開發售扣除有關開支後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港幣29.58億元。本集團已按照二零
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出具的招股章程中「所得款項用途」所述的方式運用於首次公開發
售的所得款項淨額。截至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所作用途如下：海洋
項目可供動用港幣9.75億元，已動用金額為港幣5.35億元；為擴大油氣勘探、開採及銷
售提供產品及服務、油氣工程服務業務、油氣資源勘探及開發，以及其他符合本集團利
益之業務可動用港幣5.92億元，已動用金額為港幣0.72億元；擴大產能及研發支出可動
用港幣3.54億元，已動用港幣3.54億元；營運資金及日常支出可動用港幣10.37億元，已
動用港幣10.37億元。

員工薪酬及福利

期內，本集團平均人數為3,997人，薪酬及福利總額約人民幣1.62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人民幣0.25億元，增幅約為18.2%。主要是新業務海洋工程和油氣鑽井市場的進一步開
拓，與去年同期相比，期內增加人員403人，增加人工成本約人民幣0.13億元。

根據本集團的人力資源戰略規劃，我們不斷進行組織及人員結構優化，調整崗位設置，
採取有效措施，降低人力資源成本，積極引進戰略性人才。結合本集團的薪酬策略，根
據員工所擔任崗位及其個人能力確定其薪酬，確保薪酬的市場競爭力和內部公平性。本
集團也實施了組織績效和個人績效的結合，強調獎罰分明，通過組織績效的推動，將組
織目標傳遞到員工，支撐組織目標達成。本集團一直致力於不斷優化健全的薪酬福利機
制，以確保企業的目標得以實施，促進團隊持續提升業績，並令員工的績效、工作滿意
度和成就感不斷提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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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制訂其書面職權。審核
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滙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制度，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
推薦建議。審核委員會每年應最少召開兩次會議，審閱內部核數師之意見、內部監控、
風險管理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中期業績。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除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總裁（首席執行官）職務應分開及不得由同一
人士擔任。

張弭先生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總裁（首席執行官）。張弭先生為本集團的主要創始人，
擁有豐富的本行業及相關行業經驗。董事會認為，將主席及總裁（首席執行官）職務歸屬
張弭先生將為本公司能提供強大及一致之領導，及容許有效地規劃及執行業務決策及
策略，並能夠保障全體股東的利益。另一方面，通過董事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運作，權
力與職權的平衡得以確保。本公司將繼續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之有效性及考慮是
否需要任何變動，包括主席及總裁（首席執行官）之間職務分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證券買賣守則，嚴格程度並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
經本公司特別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
遵守證券買賣守則及標準守則兩者所規定的標準。

刊登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將於本公司網站(www.hh-gltd.com)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刊登。本
公司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且
刊載於上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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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審核委員會 指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證券買賣守則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採納之證券買賣守則

本公司或宏華集團 指 宏華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其聯營公司及其共同控制實體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劵交易的標
準守則

期內 指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除非文義另有說明，本業績公佈所對
中國的描述，均不適用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
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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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期 指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 指 本公司發行的普通股，每股面值為 0.10港元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

致謝

本人謹籍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向管理層及所有員工在過去的辛勤奮鬥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並向股東、業務合作夥伴及投資者一直以來的鼎立支持表示感謝。

承董事會命
宏華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弭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弭先生（主席）、任杰先生及劉智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黃東陽先生、Siegfried Meissner

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曉峰先生、齊大慶先生、戴國良先生、陳國明先生、史興全先生及郭燕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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