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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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entron Telecom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星 辰 通 信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1155）

截 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財務摘要

收入上升10.0%至人民幣737.0百萬元

毛利上升43.3%至人民幣233.6百萬元

毛利率上升7.4%至31.7%

淨利率上升5.6%至13.1%

每股基本盈利上升90.8%至人民幣12.42分。

星辰通信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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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

績，連同2010年同期的比較數據。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但已

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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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1年 201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736,977 670,030

銷售成本 (503,340) (507,028)

毛利潤 233,637 163,002

其他收入 4 11,023 829

銷售和分銷成本 (35,860) (28,275)

一般和行政開支 (78,549) (69,214)

融資成本 5 (7,315) (2,629)

分佔一家共同控制實體的溢利 － 11

稅前利潤 6 122,936 63,724

所得稅開支 7 (26,068) (13,623)

期間利潤 96,868 50,101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5,378 50,040

非控制權益 1,490 61

96,868 50,101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應佔的每股盈利 9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12.42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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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利潤 96,868 50,101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506) (29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95,362 49,808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3,872 49,747

　非控制權益 1,490 61

95,362 4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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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1年6月30日

2011年 2010年

附註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和設備 213,695 215,961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10,827 10,948

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而支付的按金 － 1,395

無形資產 11,339 22,655

遞延稅項資產 700 679

商譽 1,135 1,135

應收委託貸款 40,000 40,000

非流動資產總額 277,696 292,773

流動資產

存貨 374,280 377,327

貿易應收款項和應收票據 10 1,111,763 907,205

預付款項、按金和其他應收款項 30,258 27,329

抵押存款 34,620 38,185

有限制存款 － 2,083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219,710 365,527

流動資產總額 1,770,631 1,717,65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和應付票據 11 180,432 167,671

其他應付款項和應計款項 30,811 40,835

計息銀行借款 140,296 134,567

應付稅項 22,884 16,878

應付股息 8 31,942 －

流動負債總額 406,365 35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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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2010年

附註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資產淨額 1,346,266 1,357,70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41,962 1,650,478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貸 212,114 286,500

遞延稅項負債 2,450 －

非流動負債總額 214,564 286,500

資產淨值 1,427,398 1,363,978

權益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74,082 74,082

　儲備 1,344,262 1,282,332

1,418,344 1,356,414

非控制權益 9,054 7,564

總權益 1,427,398 1,36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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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2011年6月30日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2007年3月6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1961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與修訂）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在香港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新界沙田安平街8號偉達中心20樓2001

室。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是製造及銷售無線電訊覆蓋系統設

備及提供相關工程服務。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適用的披露規定編製。

除下文附註2.1所述外，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

團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2.1.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2011年1

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的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對首次採納

者披露比較數字之有限度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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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續）

編製基準（續）

2.1.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的修訂本金融工具：呈列－

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的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修訂本預付最低資金規定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19號

2010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各項修訂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截至2011年6月30日及2010年同期之業績及財

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和銷售無線通信覆蓋系統設備及提供相關工程服務與銷售數碼電視網絡

覆蓋設備及提供相關工程服務。本集團絕大部分產品性質類似，風險和回報也類似。因此，

本集團的經營活動屬單一可呈報經營分類。

此外，本集團的收入、開支、業績、資產和負債以及資本開支絕大部分來自單一地區，即本

集團的主要業務及經營所在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因此，並無呈報地區分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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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和收益

收入，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和交易折扣款額後於有關期間售出貨品和提供服務的

發票淨值。

收入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生產和銷售無線電信覆蓋系統設備和提供相關工程服務 719,100 664,413

　銷售數碼電視網絡覆蓋設備和提供相關工程服務 17,877 5,617

736,977 670,030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157 803

　匯率差額淨值 5,554 －

　服務收入 2,219 －

　其他收入 1,093 26

11,023 829

5.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6,576 2,629

銀行貸款交易費用攤銷 739 －

7,315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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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前利潤

本集團的稅前利潤已扣除︰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503,340 507,028

折舊 12,300 11,074

無形資產攤銷 11,316 11,187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攤銷 121 121

7. 稅項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利潤，故並無對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2010年︰無）。

中國應課稅利潤的稅項根據通行稅率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

　期內支出 23,639 13,042

預扣稅項 2,450 －

遞延稅項 (21) 581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26,068 13,623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在中國成的外商投資企業向海外投資者宣派的股息須繳付10%預扣稅。

該規定於2008年1月1日起生效，適用於2007年12月31日後的盈利。倘中國與海外投資者所處

司法權區有稅務條約，則或可按較低的稅率支付預扣稅。本集團的適用預扣稅率為10%。估

計在中國成立的相關附屬公司預期以2008年1月1日起所獲盈利分派的股息所需支付的預扣稅

時，董事已根據股息政策及本集團在可見將來營運所需的資金及營計資本水平等因素進行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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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宣派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5港仙（約人民幣4.2仙）

　（2010年：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港仙（約人民幣4.4仙）） 31,942 30,711

報告期結算日後之2011年8月26日，本公司透過配售本公司入賬列作繳足的新股份的方式並

向股東提供選擇權供選擇全部或部份以現金收取有關股息，向於2011年6月23日名列股東名

冊的股東派付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5港仙。

本公司董事建議不派付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2010年：無）。

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95,378,000元（2010年6月30日：

人民幣50,040,000元）及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768,215,800股

（2010年6月30日：768,215,800股）普通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利潤計算。計算中所用的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乃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並假設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被

視為行使或兌換全部攤薄潛在普通股為普通股而無償發行。

由於截至2011年及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未行使購股權對所呈列每股基本盈利有反攤

薄影響，故並無調整該等期間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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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與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信貸期通常為九個月（2010年：六個月），擁有長期業

務關係且付款紀錄良好的客戶，信貸期可延長至十二個月。結餘不計息，包括通常在客戶最

終接受產品後應收的保證金，須於簽訂買賣合同後四至七個月內或給予客戶的一至二年保證

期屆滿後支付。

本集團於報告期結算日的貿易應收款項根據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1年 201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 451,974 464,986

3至6個月 287,805 299,302

6至12個月 353,768 126,823

1年以上 18,216 16,094

1,111,763 907,205

11. 貿易應付款項和應付票據

本集團於報告期結算日的貿易應付款項和應付票據根據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1年 201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 167,565 153,198

3至6個月 1,815 2,335

6至12個月 1,287 1,966

一年以上 9,765 10,172

180,432 167,671

貿易應付款項不計息，一般於兩至三個月內結清（2010年：兩至五個月）。



– 12 –

12. 報告期後事項

因配發及發行代息股份而增加本公司股本

2011年3月25日，董事會建議就應付現金末期股息5港仙提供代息股份選擇（「以股代息計劃」）。

以股代息計劃於2011年6月23日的股東週年大會獲本公司股東批准。2011年8月26日，本公司

已發行10,675,783股代息股份，而餘下人民幣19,336,000元的股息（約23,251,000港元）則以現

金支付。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1. 經營業績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收入人民幣737.0百萬

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670.0百萬元，增加人民幣67.0百萬元，上升10.0%。

報告期內，中國移動集團（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及各分公司（統

稱「中國移動集團」））、中國聯通集團（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及

各公司（統稱「中國聯通集團」））、中國電信集團（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其附屬公

司及各公司（統稱「中國電信集團」））以及其他客戶的收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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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201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按客戶劃分

中國移動集團 280,754 38.1 286,549 42.8

中國聯通集團 244,405 33.2 181,331 27.1

中國電信集團 140,488 19.1 168,161 25.1

665,647 90.4 636,041 95.0

其他 71,330 9.6 33,989 5.0

736,977 100% 670,030 100%

按業務類別劃分

2G及3G 719,100 97.6 664,413 99.1

地面數字電視 17,877 2.4 5,617 0.9

736,977 100% 670,030 100%

報告期內，來自於2G及3G網絡的收益約人民幣719.1百萬元，佔收益約97.6%。

報告期內，來自於數字電視系統集成的收益為人民幣17.9百萬元，佔收益約

2.4%。

穩步發展原有業務，提升獲利能力

在移動通信網絡覆蓋市場，本集團在2011上半年年繼續加大3G產品的營銷力

度，擴大3G產品銷售在總銷售收入中的比重。本集團於2011年來自於3G業務

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快速上升。同時，根據中國三大移動通信運營商今年快速

發展移動互聯網的戰略，本集團特別注重擴大在移動互聯網產品領域的促銷

力度，使得該移動互聯產品的收入比上一年有了巨幅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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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電視無線覆蓋業務增幅更大

在數碼電視網絡覆蓋領域，今年以來國內移動電視(CMMB)和地面國標數字電

視(DTMB)出現了快速發展的勢頭。本集團在上一年積累了較多的市場方面和

技術方面的準備。因此在今年全國的所有CMMB和DTMB的網絡集成招標中全

部入圍。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數碼電視集成業務的收入達人民幣17.9百萬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00%以上。本集團在數碼電視網絡覆蓋業務的市場佔有

率，已經居於行業的前列。

2. 毛利

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毛利人民幣233.6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63.0百

萬元增加人民幣70.6百萬元，上升43.3%。

於本報告期間，毛利率為31.7%，比去年同期增加7.4百分點，主要得益於公司

在移動通信業務方面3G業務比例的增加，2G業務比例的較少以及並無發生去

年同期處理過時的庫存之損失。

3. 研發開支

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有關研發開支約為人民幣26.0百萬元（2010年上半年：

人民幣20.6百萬元），約佔總收益的3.5%（2010年上半年：3.0%）。

本集團報告期內繼續加大對移動通信3G、4G網絡覆蓋產品，數字電視覆蓋產

品、無線接入行業專網產品、微波通信產品、以及衛星通信產品等領域的投

入。這些新的產品，將為2011年度的業績增長提供支持，也為本集團加快產品

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戰略調整打下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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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銷售及分銷成本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35.9百萬元（2010年上半年：

人民幣28.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6.9%。

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主要由於銷售員工薪金、應酬及差旅費的增加。因以應

付預期的盈利增長，銷售員工人數有明顯的增加、薪金水平則稍微上升。

5. 一般及行政開支

報告期內，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78.5百萬元（2010年上半年：人民幣69.2百萬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3.4%。

剔除本報告期內並無有關去年同期授出本公司購股權之一次性購股權開支，

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期內有關營業及其他附加稅，研發開支及付予僱員的薪水

的增加。

6. 融資成本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7.3百萬元（2010年上半年：人民幣2.6

百萬元）。

報告期內，本集團自中國地方銀行獲得短期銀行貸款以及自香港6家銀行獲得

定期貸款，於2011年6月30日未償還總額為人民幣352.4百萬元。

7. 稅項

報告期內，本集團繳納所得稅人民幣26.1百萬元（2010年上半年：人民幣13.6

百萬元）。

作為高新科技企業，本集團於2011年享有15%稅率優惠。於2010年12月31日，

本集團已停止享有12.5%稅率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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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董事已根據股息政策及本集團在可見將來營運所需的資金及營計資本

水平等因素進行評估，估計在中國成立的相關附屬公司預期以2008年1月1日起

所獲盈利分派的股息所需支付的預扣稅。

8. 純利

報告期內，本期純利為人民幣96.9百萬元（2010上半年：人民幣50.1百萬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約93.4%。

純利潤率為13.1%（2010上半年：7.5%），較去年同期增長約5.6%。增長的主要

原因是本集團產品之毛利增加、並無發生去年同期處理過時的庫存之損失，

以及並無有關授出本公司購股權之一次性購股權開支。

展望

移動通信網絡覆蓋業務

本集團下半年將繼續調整進行結構調整。在各大運營商的3G網絡覆蓋業務中，把

3G網絡覆蓋業務作為發展的重點，取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同時更加重視無線互聯

網的全面發展。與此同時，積極參與運營商的4G網絡建設試點，為今後快速進入

這一全新的市場打好基礎。經過上述努力，使得公司的獲利水平繼續保持上半年

的較好水平。

數字電視網絡覆蓋業務

本集團將利用上半年在所有CMMB和DTMB網絡覆蓋項目招標全部入圍的機會，

在下半年合理組織設備製造和供應，科學組織全國各個省市的項目集成建設，確

保已經中標項目的完全實施，並保證達到質量要求。從而使得數碼電視網絡覆蓋

業務的收入在全集團的收入中佔有更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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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專網（無線接入）業務

儘快完成上年已經中標入圍的目的實施，確保在今年實現銷售收入。同時，加強

對外合作，落實地質災害防控領域、大型企業內部專網、高速公路鐵路監控及通

信等方面市場的訂單，實現本項新業務的有效突破。

除上述業務領域的的展望外，本集團下半年將進一步加快內部管理的改革，以適

應更加激烈競爭的需要；本集團將加大戰略性新產品的研發力度和速度，為下一

年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重大調整做好充分準備；本集團將妥當處理收入增長

和利潤增長的關係，更加注重利潤的增長，促進企業走上長期健康發展的道路。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219.7百萬元（2010年12月31

日：人民幣365.5百萬元），其中大部分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列值。於2011年6月

30日，本集團的抵押存款總數是人民幣34.6百萬元（2010年12月31日：人民幣40.3

百萬元）。

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須於一年內償還的計息銀行借貸為人民幣140.3百萬元

（2010年12月31日：人民幣134.6百萬元）。

平均貿易應收款項周轉期為248天（2010年12月31日：184天）。平均存貨周轉期為

135天（2010年12月31日：114天）。整體而言，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比

率為4.36（2010年12月31日：4.77）。

於2011年6月30日，除日常業務過程中應付款項外，資產負債比率（借款總額除以

總權益）為24.7%，（2010年12月31日：30.9%）。

庫務政策

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人民幣為單位，並無外匯風

險。此外，就適用於本集團的利率而言，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管理層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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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面臨中國貸款利率的任何大幅上升。因此，本集團並未就外匯及利率訂立對沖

工具。然而，管理層緊密監察本集團可能遭遇的任何潛在外匯及利率風險並於必

要時使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資本開支

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10.0百萬元，

由本集團的內部資源提供資金。

或然負債

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共聘用約一千八百多名全職僱員。一般每年根據僱員個

人資歷及表現、本集團的業績及市況檢討薪金及工資。本集團為其僱員提供酌情

花紅、醫療保險、公積金、教育資助及僱員培訓。

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可向本集團的僱員授予購股權認購本

公司的股份。本公司在2010年授出13,200,000的購股權。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2007年7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時發行新股份之

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相關發行開支後約為人民幣554百萬元（569百萬港元）。所

得款項人民幣486.0百萬元已根據載於2007年6月21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

的建議用途，按下列方式運用：

－ 約人民幣110.6百萬元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泉州市潯美工業區新設

施的建設；

－ 約人民幣136.3百萬元用於購買生產及測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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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人民幣45.1百萬元用作長期研究及開發費用；

－ 約人民幣73.0百萬元用於擴大國內銷售及推廣渠道；

－ 約人民幣46.3百萬元用於建立海外銷售及推廣渠道；及

－ 約人民幣74.7百萬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報告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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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致力達致高水準的企業管治，藉以提高本公司的管理效率，以及保障

股東的整體利益。董事會認為，報告期間，本集團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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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行為守則」）。於向全體董

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確認，報告期間，彼等一直遵守行為守則所載的規定準

則。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由三名獨立董事即洪維德、林元芳和李紅濱組成。審

計委員會主席為洪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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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並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上市規則附錄16規定作出相關披露，並就本集團的業績及

財務狀況與管理層進行討論。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頁刊登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有關段落所規定之所有資料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於聯

交所網頁 (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頁 (http://www.centron.com.hk)上刊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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