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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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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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GO	HOLDING	LIMITED
志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49）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上半年財務摘要

 2011年上半年 �0�0年上半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營業額 5,529.4 �,���.� +��.�
總收入� 5,680.8 �,��0.� +�.0
綜合分部業績� 802.8 ���.� –�.�
期內（虧損）溢利 (13.3) ���.� –�0�.�
基本溢利� 132.0 ���.� –��.�

總資產（相對�0�0年��月��日） 9,325.2 �,���.� +��.�
淨資產（相對�0�0年��月��日） 2,727.2 �,���.0 +��.�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人民幣分） (0.13) �.�� –�0�.�
建議中期股息（港仙） – �.0 –�00.0

毛利率� 14.5% ��.�% –�.�
淨（虧損）溢利率 (0.2)% �.0% –�.�

附註�：  總收入指本集團的營業總額加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

附註�：  分部業績指在各分部的毛利及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綜合分部業績指全部分部業績總
額（包括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



- � -

附註�：  基本溢利反映本集團基本業務表現，並指期內溢利撇除非現金公平值變動的影響。

附註�：  為作出貼切的盈利能力比較，兩個財政期間的毛利率乃按綜合經營分部業績佔營業額
的百分比計算。

2011年上半年經營摘要

 2011年上半年  �0�0年上半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中國銷售額 3,201.6	 �,���.�  +��.�
海外銷售額 2,327.8	 �,0��.�  +��.�

已售家用空調產品（千台） 2,796  �,���  –�.�
已售商用空調產品（千套） 60  ��  +�.�

志高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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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月�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0�0年同期
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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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 5,529,446		 �,���,���
銷貨成本  (4,877,998	)	 (�,���,��� )	 	 		

毛利  651,448		 ���,���
高節能產品政府補助 � 151,328		 ���,0��
其他收入  26,037		 ��,���
銷售及分銷成本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1,866	)	 (��,��� )
 －其他銷售及分銷成本  (415,630	)	 (���,��� )
行政開支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5,813	)	 (��,�0� )
 －其他行政開支  (178,048	)	 (���,0�� )
研究及開發成本  (16,756	)	 (�,�0� )
其他開支  (438	)	 (��,0�0 )
其他收益及虧損  (14,539	)	 (�,���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的淨收益  19,526		 ��,0�0
認股權證公平值變動的虧損 �� (137,644	)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利息  (73,059	)	 (��,��� )	 	 		

除稅前溢利 � 4,546		 ���,���
稅項 � (17,859	)	 (�,��� )	 	 		

期內（虧損）溢利及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3,313	)	 ���,���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虧損）溢利及期內
 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898	)	 ���,���
 －非控股權益  (2,415	)	 –	 	 		

  (13,313	)	 ���,���    

    （重置）
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  人民幣(0.13)分		 人民幣�.��分    

 －攤薄  人民幣(0.13)分		 人民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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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0��年�月�0日
 附註  2011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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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125		 �0�,��0
 土地使用權  233,551		 ���,���
 無形資產  2,014		 �,���
 預付租賃款項  132,657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61,897		 ��,���
 遞延稅項資產  12,686		 ��,���	 	 		
  1,045,930		 ���,�0�	 	 		
流動資產
 存貨  3,353,995		 �,���,�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 3,207,964		 �,���,���
 土地使用權  5,540		 �,���
 預付租賃款項  6,470		 �,���
 可收回稅項  8,202		 �,�0�
 衍生金融工具  20,487		 ��,���
 已抵押銀行存款  990,078		 ���,��0
 銀行結餘及現金  686,519		 ���,���	 	 		
  8,279,255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0 4,634,919		 �,���,���
 保修撥備  41,427		 ��,���
 應付稅項  85,884		 ��,���
 衍生金融工具  447		 �,��0
 認股權證  87,274		 –
 與附有追索權貼現票據有關之借款  113,008		 ��,���
 短期銀行貸款  1,529,284		 �,���,���	 	 		
  6,492,243		 �,0��,���	 	 		
流動資產淨額  1,787,012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832,942		 �,���,��0	 	 		
非流動負債
 認股權證  –		 ��,��0
 政府補助  89,006		 ��,���
 遞延稅項負債  16,726		 ��,���	 	 		
  105,732		 ���,���	 	 		
淨資產  2,727,210		 �,���,0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 71,905		 �,���
 儲備  2,627,720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699,625		 �,���,00�
非控股權益  27,585		 –	 	 		
總權益  2,727,2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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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
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集團的中期財務資料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重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適當地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
至�0�0年��月��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貫徹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0��年�月�日開始的會計期
間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呈報的金額
及╱或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載披露概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的轉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聯合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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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有關處理綜合財
務報表的部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載有控制權的新定義，當中包括三個元素：(a)對
投資對象行使的權力、(b)注資於投資對象所得可變回報的風險或權利，及(c)運用對投資對
象行使的權力，從而影響投資方回報金額的能力。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已就複雜情況
的處理方法加入詳細指引。整體而言，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涉及大量判斷。根據
本集團於�0��年�月�0日之架構，預期應用該項新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
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引入對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並將於�0��年
�月�日起生效，並可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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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i)根據業務模式以收
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所持有，及(ii)僅為支付本金額及未償還本金額之利息而產生合約現
金流量之債務投資一般按其後會計期末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乃按
彼等於其後會計期末之公平值計量。根據本集團於�0��年�月�0日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應用該新準則不會對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
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乃以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董事會定期審閱本集團組成部份有關
的內部報告為基礎，以對各分部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主要營運決策者按客戶所在地
區審閱收益及業績，以作出表現評估及資源分配。由於分部資產或分部負債並非定期向主
要營運決策者提供，故並無呈列分部資產或分部負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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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回顧期間，按經營及呈報分部分析本集團的收益及業績：

	 營業額	 業績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2011年	 �0�0年
 6月30日	 �月�0日  6月30日	 �月�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內地（「中國」） 3,201,652	 �,���,���  563,407	 �0�,���
亞洲（不包括中國） 1,215,413	 ���,0��  122,895	 ��,���
美洲 594,033	 ���,���  74,457	 ��,�0�
非洲 90,266	 ���,���  11,683	 ���
歐洲 412,579	 ���,���  26,389	 ���
大洋洲 15,503  �,0��  3,945	 �,���       

 5,529,446	 �,���,���  802,776	 ���,���
   

未分配其他收入     26,037	 ��,���
未分配開支     (468,749	) (���,��� )
員工成本（計入銷售及分銷成本
 以及行政開支）     (159,888	) (���,�0� )
慈善捐款     (438	) (��,0�0 )
呆賬撥備     (4,015	) (�,��� )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的淨收益     19,526	 ��,0�0
認股權證公平值變動的虧損    	 (137,644	) –
融資成本     (73,059	) (��,��� )       

除稅前溢利     4,546	 ���,���
       

營業額指本集團於期內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所收取及應收取的代價的公平值。

分部業績指在各分部的毛利及高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此乃呈報主要營運決策者的計量方
法，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4.	 高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

為了推廣高節能產品，中國政府於�00�年�月��日公佈「節能產品惠民計劃」（「節能計
劃」）。根據節能計劃，製造實體向中國政府機關申報其銷售額後，即符合資格享有有關製
造高節能電子產品的政府補助。該節能計劃於�0��年�月�日屆滿。

期內，本集團有權就高節能產品享有政府補助人民幣���,���,000元（�0�0年：人民幣
���,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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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乃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的呆賬撥備  4,015	 �,���
存貨撥備  6,939		 �,���
計入行政開支的無形資產攤銷  185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8,358		 ��,���
中國慈善捐款  438		 ��,0�0
計入銷貨成本的保修撥備  10,367		 ��,���

及計入以下各項後：

計入其他收入的政府補助*  2,994		 �,���
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的收回呆賬  3,320		 �,���
利息收入  9,128		 �,�0�    

* 中國政府向本集團提供的政府補助為研發新環保產品的獎勵。收取政府補助並無附帶
條件及或然責任。

6.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扣除以下項目：

中國預扣稅  (6,935	) (�,��� )
中國所得稅
 －本期間  (12,819	) –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1,440	) –
遞延稅項  3,335	 (�,��� )    

  (17,859	) (�,��� )    

中國所得稅按照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以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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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集團其中一間中國附屬公司有權自其首個經營獲利年度起計
兩年獲豁免中國所得稅，該中國附屬公司於往後三年獲得�0%的中國所得稅寬免。該中國
附屬公司所選的首個獲利年度為�00�年曆年。目前，該中國附屬公司享有�0%中國所得稅
寬免。

根據中國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的聯合通知財稅[�00�]�號，只有外資企業在�00�年�月�日
之前賺取的溢利分派予外國投資者時不受條例限制，可豁免中國預扣稅。然而，在之後產
生的溢利所分派的股息則須徵收�0%的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及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
及��條及其實施細則第��條由該中國附屬公司預扣。截至�0�0年�月�0日及�0��年�月�0日
止期間內所賺取的未分派溢利的遞延稅項負債按本公司董事決定的預期股息�0%以�0%稅
率累計。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於香港的經營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故本集團並無於財務資料內就香
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7.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息
－已付�0�0年末期股息每股�.00港仙（相等於人民幣0.��分）
  （�00�年：��.�港仙（相等於人民幣��.0分））  70,313	 ��,���    

－擬派�0��年中期股息每股零元
  （�0�0年：�.0港仙（相等於人民幣�.��分））  –  ��,���    

報告期內並無宣派或擬派股息。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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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虧損）盈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盈利計算的期間（虧損）盈利  (10,898	) ���,���    

股份數目

  2011年	 �0�0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置）

假設�0��年�月�日之紅股發行已於�0�0年�月�日生效，
 就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計算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108,799	 �,�0�,��0
具攤薄效應的潛在普通股對購股權的影響  –	 ���,���    

就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計算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108,799	 �,��0,���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並未假設本公司的未行使認股權證及購股權獲轉換，因行使彼等將導致
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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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2011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  1,672,050		 �,��0,���
應收票據  1,050,980		 ���,�0�    

  2,723,030		 �,���,0��
高節能產品政府補助的應收款  64,675		 �0�,���
支付予供應商的按金  161,726		 ��,���
預付款  11,563		 �,���
向員工墊付款  16,953		 ��,���
可收回增值稅  224,121		 ��,0��
其他應收款  5,896		 �,���    

  3,207,964		 �,���,���    

客戶的付款條款主要為信用條款。發票一般在發出日期後�0日至��0日內償付，長期客戶的
發票則一般在��0日內償付。以下為於呈報日，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

  2011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 – �0日  1,279,333  ���,��0
 �� – �0日  659,725  ���,���
 �� – �0日  369,012	 ���,���
 �� – ��0日  410,945  �0�,���
 ��� – ���日  4,015	 ��,���    

  2,723,0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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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2011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  988,297	 ���,���
應付票據  2,928,892	 �,���,���    

  3,917,189	 �,�0�,���
客戶按金  533,433	 ��0,���
應付薪金及福利  34,185	 ��,�00
其他應付稅項  22,565	 ��,���
其他應付款  127,547  �0�,���    

  4,634,919	 �,���,���    

本集團一般從供應商取得�0日至��0日的信貸期。以下為於呈報日，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的賬齡分析：

  2011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 – �0日  2,328,660	 �,��0,���
 �� – ��0日 	 1,513,640	 �,���,���
 ��� – ���日  72,538	 ��,���
 超過�年至�年  2,351	 �,���    

 	 3,917,1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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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法定	 已發行及全面繳足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港元普通股
 －於�0�0年�月�日 �0,000,000  �00,000  ��0,���  �,�0�
 －行使購股權 –  –  �0,���  �0�
 －於公開發售下發行股份 –  –  ���,���  �,���       

 －於�0�0年��月��日 �0,000,000  �00,000  ���,���  �,���
 －根據紅股發行發行股份 –  –  �,0��,00�  �0,��0
 －行使購股權 –  –  ��,���  ���
 －行使認股權證 –  –  �00,000  �,000       

 －於�0��年�月�0日 �0,000,000  �00,000  �,���,00�  ��,��0
       

 人民幣千元

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示
 －於�0��年�月�0日 ��,�0�    

 －於�0�0年��月��日 �,���    

於�0��年�月�日，本公司�,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乃以紅股發行之方式
按當時每持有一股現有股份獲發九股紅股之基準向於�0��年�月�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
合資格股東發行（「紅股發行」）。

期內，��,���,000份購股權按認購價每股0.�0�港元獲行使，以致發行共��,���,000股本公司
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

此外，期內，�00,000,000份認股權證按認購價每股0.���港元獲行使，以致發行共
�00,00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

期內發行的所有股份於各方面與當時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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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對本集團而言，�0��年上半年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好壞參半。本集團營業額持續錄得
增長，另一方面，由於(i)節能計劃的政府補助大幅下降導致基本溢利減少及(ii)認股權證
的公平值變動產生大額非現金開支，本集團於回顧期間錄得淨虧損。

中國政府推廣高節能家電的節能計劃已於�0��年�月�日屆滿。根據節能計劃，提供予計
劃第二年（�0�0年�月�日至�0��年�月��日）的補助一般較計劃於�00�年�月首次推出時所
提供者為低。因此，本集團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所接獲的政府補助金額較�0�0
年同期大幅減少。

基於以上預測，自�0��年�月�日起，本集團已開始調整其產品組合，並增加其節能計
劃之外的空調產品銷售比例，而本集團於上述計劃之外的產品銷售佔本集團銷售的大多
數。

本集團於�0��年首六個月期間海外市場保持增長勢頭，而毛利率得到明顯改善。

本集團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營業額及毛利（不包括與節能計劃有關的任
何收入）與�0�0年同期比較有所增加。該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空調產品的平均銷售價格上
升，毛利亦因此增加，毛利因期內原材料價格上升而部分被抵銷。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需要更多時間調整銷售價格及產品組合，以減輕因補助削減及成
本增加的負面影響，故此�0��年上半年相關溢利與�0�0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儘管如
此，本集團已積極採取若干策略及措施以應付因不利變動引致的溢利下降，且相關溢利
已見改善，與�0�0年下半年相比更取得適度的增長。情況有望於來季本集團商業策略全
面生效後得到進一步改善。

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已成立一家�0%間接擁有附屬公司廣東志高暖通設備股份有限公
司，以發展其商用空調業務。該新商用業務附屬分支為本集團重要的業務增長點，預期



- �� -

來年將為本集團作出更多貢獻。再者，本集團於中國江西省九江的新生產設施已落成並
將於本年度開始全面運營，可提升本集團產能並滿足本集團於該區的業務需求。

經營回顧

經營業績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變動
 人民幣	 佔營業額  人民幣 佔營業額 人民幣
 百萬元	 百分比  百萬元 百分比 百萬元 %

地區

中國銷售額 3,201.6	 57.9 �,���.� ��.� +���.� +��.�      

亞洲
 （不包括中國） 1,215.4 22.0 ���.� ��.� +���.� +��.0
美洲 594.0 10.7 ���.� ��.� +��.� +�.�
非洲 90.3 1.6 ���.� �.� -���.� -��.�
歐洲 412.6 7.5 ���.� �.� +���.� +��.�
其他 15.5	 0.3 �.0 0.� +�0.� +��0.0      

海外銷售額 2,327.8	 42.1 �,0��.� ��.� +���.� +��.�      

營業總額 5,529.4 100.0 �,���.� �00.0 +���.� +��.�      

中國銷售

中國銷售乃銷售額主要來源，佔本集團�0��年首六個月營業總額超過��.�%（�0�0年�月
�0日：��.�%）。由於本集團優化產品組合並採取積極定價策略，以盡量降低原材料成本
上升與政府補貼削減的影響，本集團中國銷售額增加人民幣���.�百萬元至人民幣�,�0�.�
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元），增幅��.�%。

海外銷售

�0��年上半年，本集團於其大部分海外市場（除非洲外）錄得銷售額增長。海外銷售額增
加人民幣���.�百萬元至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0��.�百萬元），
增幅��.�%，佔本集團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營業總額��.�%（�0�0年�月�0日：
��.�%）。在該等海外銷售區域中，亞洲（不包括中國）及歐洲市場對銷售增長的推動最
大，增長率分別為��.0%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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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海外市場為亞洲及美洲，兩者分別佔本集團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營業
額��.0%及�0.�%（�0�0年�月�0日：��.�%及��.�%）。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營業總額約為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
�0日：約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同期增加人民幣���.�百萬元或��.�%。營業額
增加主要由於售出產品平均售價增加所致。

基於向終端用戶銷售節能產品，本集團有權於�0��年上半年內享有政府補助人民幣���.�
百萬元（�0�0年�月�0日：約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上半年大幅下降��.�%或人民
幣���.�百萬元。本集團主要業務的總收入於�0��年上半年內（營業額與高節能產品政府
補助的總和）達人民幣�,��0.�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
上半年增加�.0%或人民幣��0.�百萬元。

銷貨成本

於�0��年上半年內，由於(i)原材料及零部件成本及(ii)安裝成本的價格均見增長，因此於
回顧期內銷貨成本隨營業額增加至人民幣�,���.0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
百萬元），較�0�0年上半年增加人民幣���.�百萬元或�0.�%。

毛利

本集團於�0��年上半年錄得毛利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
元），較�0�0年同期增加人民幣���.�百萬元或���.�%。由於本集團於截至�0��年�月�0日
止六個月有權享有節能產品政府補助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百
萬元），故�0��年上半年錄得綜合經營分部業績（毛利及節能產品政府補助的總和）合共人
民幣�0�.�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減少人民幣��.0百萬
元或�.�%。

因此，本集團毛利率（以綜合分部業績對比營業額計算）由�0�0年上半年的��.�%下降至截
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的��.�%。

受政府削減節能產品的補助所影響，本集團中國銷售的毛利率於�0��年上半年降低至
��.�%（�0�0年�月�0日：�0.�%）。而銷售海外的產品，本集團因應客戶採取合適的定價
策略，本集團海外銷售的毛利率大幅改善，較上年同期�.�%躍升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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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節能產品政府補助

鑑於中國政府為推廣節能產品而實行的節能計劃已於�0��年�月�日屆滿，而自去年�月份
起每台售出產品所提供的補助已減少，故本集團於�0��年上半年收取之政府補助大幅減
少。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有權就高節能產品收取政府補助人民幣���.�
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元）。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為人民幣��.0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元），減少人民幣�.�百萬
元或�.�%，乃因非經營收入及其他政府補助減少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除股本結算股份付款以外，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增
加至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元），增加人民幣���.�百萬元
或��.�%。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的銷售額於回顧期內增加，以致(i)廣告及
宣傳成本；(ii)運輸成本；及(iii)銷售人員的薪金及津貼增加。

行政開支

除股本結算股份付款以外，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增加人民
幣��.�百萬元或�0.�%至人民幣���.0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元）。行政
開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於回顧期內(i)行政人員的薪金及福利；及(ii)其他非經營開支增加
所致。

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股本結算股份付款總額人民幣�.�百萬元（�0�0
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元），有關股份付款與本公司於�00�年��月向若干僱員及客
戶所授出購股權相關。該非現金開支減少人民幣��.�百萬元或�0.�%乃由於(i)�0�0年上半
年本公司控股股東送出股份產生一次性開支，但�0��年則沒有及(ii)於回顧期內，有關本
公司授予若干僱員及客戶之購股權之股份付款減少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0日：人
民幣��.�百萬元），減少的原因為大部分開支已於先前期間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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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開發成本

鑑於本集團就開發節能及變頻空調等新產品投放較多資源，故研究及開發成本於回顧期
內增加���.�%或人民幣�0.�百萬元至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
元）。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於�0��年上半年內減少人民幣��.�百萬元或��.�%至人民幣0.�百萬元（�0�0年�
月�0日：人民幣��.0百萬元）。該等開支主要由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作出慈善捐款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於�0��年上半年，其他虧損增加人民幣�.�百萬元或�00.�%至人民幣��.�百萬元（�0�0年�
月�0日：人民幣�.�百萬元）。其他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匯兌損益支出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收益淨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收益淨額約人民幣
��.�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0百萬元），乃因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有利本集
團，未償付的外幣遠期合約的合約金額較多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透過短期銀行貸款及貼現部分應收客戶票據撥付銷售增加所需營運資
金。由於平均利率上升及動用信貸額度金額增加，本集團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
月的票據貼現費用及銀行借貸利息增加人民幣��.�百萬元或��.�%至人民幣��.�百萬元
（�0�0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元）。

稅項

鑑於毋須納稅之部分銷售節能產品收入於�0��年上半年有所減少，故本集團於截至�0��
年�月�0日止六個月的稅項費用增加人民幣�.0百萬元或��.�%至人民幣��.�百萬元（�0�0
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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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確認的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由於上述各項，本集團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人民幣��.�百萬元（�0�0
年�月�0日：溢利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同期減少人民幣���.�百萬元或�0�.�%。
由於本集團於報告期內錄得虧損，故本集團由截至�0�0年�月�0日止六個月之純利率�.0%
轉變為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之淨虧損0.�%。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大量非現金開支，包括股本結算股份付款人民幣�.�百萬元
（�0�0年：人民幣��.�百萬元）及與非上市認股權證公平值變動虧損有關之大幅虧損人民
幣���.�百萬元（�0�0年�月�0日：無）。撇除上述項目之影響，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將錄得
基本溢利人民幣���.0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元），減少人民幣��0.�
百萬元或��.�%，此乃由於本集團收取之政府補助大幅減少人民幣���.�百萬元所致。倘
基本溢利為溢利能力之指標，則本集團純利率於�0��年上半年將達到�.�%（�0�0年�月�0
日：�.�%）。

財務狀況

 於2011年 於�0�0年
 6月30日 ��月��日 變動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非流動資產 1,045.9 ���.� +��.0 +�.�
流動資產 8,279.3 �,���.� +�,���.� +��.�
流動負債 6,492.3 �,0��.� +�,���.� +��.�
非流動負債 105.7 ���.0 –��.� –��.�    

淨資產 2,727.2 �,���.0 +���.� +��.�    

於�0��年�月�0日，本集團的綜合資產總額增加人民幣�,���.�百萬元或��.�%至人民幣
�,���.�百萬元（�0�0年��月��日︰人民幣�,���.�百萬元）。增加主要包括流動資產，如存
貨（增加人民幣��0.�百萬元）及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增加人民幣���.0百萬元）。於�0��
年�月�0日，本集團的綜合負債總額為人民幣�,���.0百萬元（�0�0年��月��日︰人民幣
�,�0�.�百萬元），較�0�0年��月��日的綜合負債總額增加人民幣�,���.�百萬元或��.�%。
期內增加的負債主要為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增加人民幣���.�百萬元）及短期銀行貸款（增
加人民幣���.�百萬元）以及非上市認股權證（增加人民幣��.�百萬元）。然而，非上市認股
權證並不會為本集團施加任何義務使本集團轉讓或使用其資產償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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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期內錄得淨虧損，但本集團成功籌集來自認股權證持有人行使部分非上市認股權
證及僱員行使購股權所得款項分別約���.�百萬港元及�0.�百萬港元，因此本集團於�0��
年�月�0日的資產淨值增加��.�%或人民幣���.�百萬元至人民幣�,���.�百萬元（�0�0年��
月��日：人民幣�,���.0百萬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0��年�月�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日：人民幣
�,���.�百萬元），流動負債為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日：人民幣�,0��.�百萬
元）。本集團營運資金由�0�0年末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人民幣��0.�百萬元或�0.�%
至�0��年�月�0日的人民幣�,���.0百萬元。因此本集團於�0��年�月�0日的流動比率與
�0�0年末的流動比率相同，維持在�.�倍。

於�0��年�月�0日，本集團結欠的短期銀行貸款餘額為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
��日：人民幣�,���.�百萬元），增加人民幣���.�百萬元或��.�%。銀行貸款按固定利率計
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乃用作營運資金。銀行貸款大多數以人民幣借入及償還。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以計息貸款及其他借貸對比資產總額計算）增加至�0��年�月�0日
的��.�%（�0�0年��月��日：��.�%）。此乃由於動用更多銀行貸款作夏季旺季運營的營運
資金。

按利息覆蓋比率計算，本集團支付融資成本的能力於報告期內有所降低。由於動用更多
信貸額度作營運資金導致融資成本上升，加上於回顧期內，因非現金會計開支大幅增加
而錄得淨虧損，故本集團的利息覆蓋比率由�0�0年末的�.�倍減至截至�0��年�月�0日止
六個月的�.�倍。

於�0��年上半年內，本集團訂立若干外幣遠期合約對沖部分可能出現的外幣波動風險。
於�0��年�月�0日，本集團就該等外幣遠期合約所承擔的總財務風險約為人民幣�0.�百萬
元（�0�0年��月��日：人民幣��.�百萬元）。

本公司於�0��年�月�日完成以每一(�)股當時已發行股份獲發九(�)股紅股為基準，向合資
格股東發行紅股股份。因此，本公司已發行�,0��,00�,000股新股份。

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分別就行使若干購股權及非上市認股權證而發
行��,���,000股新股份及�00,000,000股新股份。

由於上述股份的發行，本公司於�0��年�月�0日已發行股本約為人民幣��.�百萬元及已發
行股份為�,���,00�,000股。所有已發行股份均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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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發行新股份所得款項多於期內呈報的淨虧損，於�0��年�月�0日股東權益增加
至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日：人民幣�,���.0百萬元）。

於�0��年�月��日，本公司股東已批准建議修訂及行使於非上市認股權證所附認購權而發
行本公司普通股。因此，當時的�00,000,000份非上市認股權證已調整為�,000,000,000份
非上市認股權證。每份非上市認股權證附帶權利按認購價每股認股權證股份0.���港元認
購本公司一股認股權證股份（經上述紅股發行調整）。由於�00,000,000份非上市認股權證
已於�0��年上半年獲認股權證持有人行使，因此於�0��年�月�0日共有�00,000,000份非上
市認股權證未獲行使。

除上文所述外，於報告期內及截至�0��年�月末，本公司並無發行其他股本或債務工具。

現金流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用於經營活動的淨現金 (166.8	) (���.� )

（用於）來自投資活動的淨現金 (132.2	) ���.�

來自融資活動的淨現金 490.1	 ���.�

現金及等同現金增加淨額 191.1	 ��.�

於6月30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 686.5	 ���.�   

於�0��年上半年內，本集團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及短期銀行貸款撥付其營運資金。於回
顧期內，本集團的營業額大幅增加。因此，(i)本集團採購原材料及囤積存貨以滿足產品
需求致使所需營運資金增加；(ii)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亦隨有關營業額增加；及(iii)於
�0��年�月�0日本集團尚待收取銷售節能產品部分所得款項，即高節能產品的政府補助
人民幣��.�百萬元。因此，本集團在營運資金變動後錄得經營現金流出。於截至�0��年�
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
�0日︰現金流出人民幣���.�百萬元）。於�0��年上半年內，本集團籌借銀行貸款人民幣
�,�00.0百萬元及向銀行償還人民幣�,���.�百萬元。本公司亦透過行使部分非上市認股權
證及僱員行使購股權分別籌集款項約���.�百萬港元及�0.�百萬港元。因此，來自融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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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淨現金為人民幣��0.�百萬元（�0�0年�月�0日︰現金流入人民幣���.�百萬元）。由於
抵押予銀行的銀行存款金額增加，故本集團產生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人民幣���.�百萬
元（�0�0年�月�0日：現金流入人民幣���.�百萬元）。融資活動所產生的部分現金主要用
於(i)滿足營運資金需求；及(ii)本集團投資活動，如採購及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
按金。

基於前述各項，本集團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內產生現金盈餘人民幣���.�百萬
元（�0�0年�月�0日︰淨現金流入人民幣��.�百萬元），而於�0��年�月�0日的銀行結餘及
現金增至人民幣���.�百萬元（�0�0年�月�0日︰人民幣���.�百萬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重大投資

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
購及出售。於回顧期末，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資產抵押

於�0��年�月�0日，本集團賬面總值約人民幣��0.0百萬元（�0�0年��月��日︰約人民幣
���.�百萬元）的部份銀行存款已抵押予若干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授銀行信貸的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

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約��.�%之銷售乃以人民幣以外的貨幣計值，主
要為美元；而本集團產生之成本及開支則大部分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因此可能承受外
幣風險。然而，由於本集團已訂立若干外幣遠期合約，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於報告期
內保持穩定，董事相信，本集團所承受的外幣風險並不重大。

於回顧期內及回顧期末時，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計值。董事相信本集團
就此所承受的匯率波動風險微乎其微。

本集團管理層將不時監察外幣風險，並於必要時考慮作進一步對沖。

或然負債

於�0��年�月�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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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

於�0��年�月�0日，本集團僱有��,���名僱員（�0�0年�月�0日︰ ��,���名僱員）。本集團
僱員的薪酬乃根據彼等的表現、經驗及當前行業慣例釐定。本公司每年審閱薪酬待遇。
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保障福利，包括醫療、膳食津貼、教育津貼及住房等。

為吸引、鼓勵及留聘才幹卓越的員工，本集團亦設有一項其僱員及董事均有權參與的購
股權計劃。

展望及未來計劃

管理層年初已預先制定計劃，以提高產能，向市場推出節能及變頻空調等更先進的產
品，加強中央空調業務，改善分銷網絡及品牌建設。本集團將以提升企業價值為目標，
堅持實行該等計劃，專注發揮其核心強項。

儘管近期西方國家經濟狀況惡化，但管理層認為中國將依然是世界一大經濟強國。本集
團預期可受惠於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並於�0��年下半年在中國取得良好銷售業績。於
�0��年下半年本集團將有更多時間透過多元化的產品系列提升產品價格水平，國內銷售
的盈利能力將有所提高。

本集團汲取先前低利潤率不愉快之經驗及選取合適的定價策略，海外銷售量及溢利率較
去年同期已有所回升。步入�0��年下半年，本集團預期隨著南半球國家訂單增多，海
外銷售額將穩步增長。由於非洲地區政局動蕩，當地客戶訂單自去年下半年起已有所放
緩。然而，非洲市場內由於客戶低存貨水平需要補充庫存，區內復蘇將會加強，本集團
預期該市場的銷售額將再次回升。

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0�0年�月�0日：�.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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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
公司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本身的企業管治常規，其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一致。於�0��年上半年，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
條文，惟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A.�.條守則條文之情況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第A.�.條守則條文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須予以區分，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

於�0��年上半年，李興浩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

本公司之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已清楚區分，並以書面列明。董事會主席負責讓董事會
有效運作及管理董事會事務。行政總裁主要負責制定本集團之業務及發展策略。

李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於空調業擁有超過��年經驗。董事認為李先生為領導董事會之
優秀領導人，而由同一人同時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使本集團在發展及執行長遠業務策
略時，擁有強大而貫徹之領導，故對本公司業務前景有利。

董事將不斷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的成效，並評估是否需要就包括區分主席與行政總
裁之角色作任何修改。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身守則」）。本公司已就是否有任何違反標
準守則及本身守則的事項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已於�0��年上
半年內遵守標準守則及本身守則所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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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傅孝思先生、張小明先生及
萬君初先生組成。傅孝思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的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的電子版本將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本公司官方網站(www.china-
chigo.com)及本公司於亞洲投資專訊之網頁(www.irasia.com/listco/hk/chigo/index.htm)。本
公司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所有資料，將
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刊登在上述網站及網頁。

承董事會命
志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興浩

香港，�0��年�月��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興浩、雷江杭、丁小江及黃興科；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萬君初、張小明及傅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