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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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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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如下：

— 收益達人民幣624,763,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58.4%；

— 毛利率為27.4%，而去年同期則為34.1%，因為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國內銷售佔總收
益的98.0%，而去年同期則為71.5%；

— 本期間溢利為人民幣99,702,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7.3%。本期間溢利已扣除與首次
公開發售有關的非經常性專業費用人民幣22,574,000元。按備考基準計算，本集團未
扣除有關非經常性專業費用的中期溢利將為人民幣122,276,000元；

— 按 900,000,000股之股份（包括1,559,454股已發行股份及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之
資本化發行將予發行的898,440,546股股份，猶如該等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期間一直已發行）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人民幣11.1分；

— 並無宣派中期股息。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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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纖網絡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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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
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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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3 624,763 394,469
銷售成本 (453,291) (260,046)

毛利 171,472 134,423

其他收入 4 1,398 436
銷售及分銷成本 (3,388) (2,470)
行政費用 (37,596) (17,123)
其他經營開支 (28) (18)
融資成本 (11,622) (6,701)

稅前溢利 5 120,236 108,547

所得稅 6 (20,534) (15,615)

本期間溢利 99,702 92,932

其他全面收益

外幣換算 (2,168) (18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97,534 92,749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 人民幣11.1分 人民幣1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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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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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581,754 471,875
土地租賃預付款 26,996 26,214
預付款 23,200 23,200
商譽 15,563 15,563
遞延稅項資產 1,740 1,219

非流動資產總值 649,253 538,071

流動資產
存貨 8 13,419 25,028
應收賬款 9 749,444 563,668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56,253 10,925
已質押銀行存款 11 400 1,2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 255,050 127,595

流動資產總值 1,074,566 728,41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50,092 19,54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 317,974 189,400
應付稅項 64,580 47,570
應付股息 18 51,206 51,206
計息銀行貸款 14 454,710 273,500

流動負債總額 938,562 581,222

流動資產淨值 136,004 147,19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85,257 685,265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5 5,100 5,300
遞延稅項負債 5,194 2,536

非流動負債總額 10,294 7,836

資產淨值 774,963 677,429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6 12 12
儲備 17 774,951 677,417

權益總額 774,963 677,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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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七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一一年修訂版）（經不時綜合及修訂）
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Maples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本公司完成其普通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的首次
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光纖
活動連接器及其他輔助產品的生產及銷售。於本期間，本集團主要業務的性質並無重大變動。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Kemy Holding Inc.。

2.1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而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包括繼續生效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批准的準則及詮釋及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批准的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此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除另有指明
外，乃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所有價值均以四捨五入方式計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全面收益表的可資比較數字及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披露的相關
附註並未經審核。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於本期間的財務報表。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恆裕科技有限公司採納三月三十一日
為其財政年度結算日。為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本集團採納十二月三十一日為其財政年度結算日。附屬公
司的財務報表乃按貫徹的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業績於收購日期（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日期）起予以綜
合，並繼續綜合直至該控制權終止當日為止。集團內交易所產生的結餘、交易、未變現收益及虧損以及
股息於綜合時全數互相抵銷。

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的變動（並未失去控制權）作為權益交易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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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本集團失去對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取消確認 (i)該附屬公司的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ii)任何非控
股權益的賬面值以及 (iii)於權益內記錄的累計換算差額；及確認：(i)已收代價的公平值，(ii)所保留任
何投資的公平值及 (iii)損益中任何因此產生的盈餘或虧損。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的本集團應佔部
分重新分類至損益或保留盈利（如適用）。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本集團就本期間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首次
採抐者披露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比較資訊的有限度豁免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 — 供股分類
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14號 
修訂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4號最低資金要求的預付款項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零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並適用於其營運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儘管採納該等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或會導致若干會計政策有所變動，採納該等新訂或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期間的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2.3 已頒佈惟未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在此等財務報表中並未應用以下已頒佈惟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 嚴重
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用者的固定日期 1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 —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2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僱員褔利 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的權益的披露 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4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4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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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有關該等變動，預期將會重大影響本集團的更多資料如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為完全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
計量第一階段的第一部分。該階段專注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不同於將金融資產分類為四個類別，實
體須根據實體管理金融資產的經營模式及金融資產的合約現金流特性，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
的方式為金融資產分類。與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規定比較，此階段旨在改進及簡化金融資產分類及計
量的方法。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關於金融負債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補充（「補充」），
並將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工具的現有終止確認原則載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大多數補充保留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的內容，而對使用公平值選擇（「公平值選擇」）指定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的
計量作出變動。就該等公平值選擇的負債而言，因信貸風險變動所導致的負債公平值變動數額須於其他
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益中呈列的信貸風險負債有關的公平值變動將產生
或擴大損益中的會計錯配，否則餘下的公平值變動將呈列於損益。然而，指定為公平值選擇下的貸款承
擔及財務擔保合約不在此等補充範圍內。

預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完全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於完全取代前，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有關對沖會計處理法及金融資產減值的指引繼續適用。本集團預期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採納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於二零一一年五月頒佈，為處理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及準則委員會第12
號詮釋時的實際分歧，及解決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及準則委員會第12號詮釋之間的潛在利益衝突，為
免不一致應用控制權概念。此外，二零零七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突顯投資者就涉及「資產負債表外工
具」（例如證券化工具，包括由彼等設立或保薦的工具）所承受的風險的透明度不足。因此，要求檢討有
關「資產負債表外工具」的會計及披露規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界定控制權的原則及釐定投資者是否擁有被投資者的控制權及是否因此綜合被
投資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亦界定編製綜合財務報表的原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並無指
定投資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須如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所定於獨立財務報表入賬。涉及
獨立財務報表部分的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部分已納入經修訂的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將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及準則委員會第12號詮釋有關綜合財務報表的規
定。在此項取代前，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有關綜合財務報表的指引繼續生效。本集團預期自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起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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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同時頒佈。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作
出的主要變動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的綜合規定。國際會計準則第27
號項下僅保留編製獨立財務報表的會計及披露規定；準則因此改名為獨立財務報表。於二零一一年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時，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釐清實體編製獨立財務報表的披露規定，使實體須披露其
重大投資的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繫人，以及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的母公司（如
適用）的主要營業地點（及註冊成立地點，如有不同）。本集團預期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採納國際會
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3. 收益及營運分部資料

收益（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已售貨品的發票淨值扣除各類政府附加費。

本集團收益及溢利貢獻主要源自光纖活動連接器及其他輔助產品的製造及銷售。光纖活動連接器及其他
輔助產品的製造及銷售被視為與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目的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報告資
料方式一致的單一可報告營運組別。因此，除實體層面披露外，概無列報分部分析。

實體層面披露

有關產品的資料

下表載列本期間按產品劃分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總額及按產品劃分的收益總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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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纖活動連接器 605,579 96.9 364,982 92.5
接配線產品 12,459 2.0 25,303 6.4
機房輔助產品 6,725 1.1 4,184 1.1

624,763 100.0 394,469 100.0

地理資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本期間來自外部客戶收益的地理位置資料。客戶地理位置乃根據貨品交付的地點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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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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
— 中國內地 612,004 281,853

海外：
— 愛爾蘭 3,337 56,308
— 紐西蘭 9,422 56,308

12,759 112,616

624,763 394,469

* 本集團主要附屬公司河北四方通信設備有限公司（「四方通信」）的註冊地。

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內地。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來自各主要客戶的收益（佔本集團於本期間收益的10%或以上）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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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A ** 56,308
客戶B ** 56,308
客戶C 241,704 102,210
客戶D 119,012 48,504
客戶E 83,775 40,527

** 不足10%

來自上述客戶收益乃有關光纖活動連接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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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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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補助金 * 500 —
已撥回遞延收入 200 200
銀行利息收入 571 222
租金收入 100 —
其他 27 14

其他收益總額 1,398 436

* 若干研發活動接獲多項政府補助金。概無有關該等補助金的未履行條件或或然事項。

5. 稅前溢利

本集團稅前溢利乃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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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售存貨成本 453,291 260,046
僱員福利費用

— 工資及薪金 5,029 3,095
退休金計劃供款

— 界定供款基金 674 471

僱員福利費用總額 5,703 3,566

銀行貸款利息 10,905 6,255
銀行貸款擔保費 717 446

融資成本 11,622 6,701

核數師酬金 1,200 —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16,487 13,694
土地租賃預付款攤銷 333 297
樓宇經營租賃租金 303 118
研發成本 2,2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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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根據開曼群島規則及規例，本公司毋須於開曼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源自香港或在香港產生的應課稅溢利，
因此概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根據本期間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有關所得
稅規則及規例釐定的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計算。

本期間所得稅開支的主要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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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 — 本期間的中國內地開支 18,397 14,388
遞延 2,137 1,227

20,534 15,615

於本期間，按本集團旗下公司的適用稅率計算的稅前溢利適用的所得稅開支與按本集團實際所得稅率計
算的所得稅開支對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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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前溢利 120,236 108,547

按適用稅率12.5%計算的稅項* 15,030 13,568
預提稅率10%對四方通信可分派溢利的影響 2,658 1,254
不獲扣減稅項的開支 2,846 793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 20,534 15,615

* 根據「中國外商投資及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及根據石家莊國稅局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發佈的批
文「石國稅函 [2007]第223號」，四方通信作為外商投資製造企業，有權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獲全數豁免企業所得稅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及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減半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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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並於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新企業所得稅法推出若干層面的變動，包括但不限於將內資及外商
投資企業的所得稅率統一為25%。

根據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頒佈的「國發 [2007]第39號」，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原先
享受正常所得稅減免優惠的企業將會繼續根據原有稅法、行政法規及有關文件規定的優惠措施及
條款享受原有的優惠，直至優惠屆滿為止。因此，四方通信將會繼續享有現有的免稅期直至屆滿
為止。

在此方面，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四方通信有權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享有優惠企業所得稅率
12.5%，其後將以新企業所得稅率25%計算。

7.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99,702,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92,932,000元）及假設已發行及可予發行9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1美
元之股份（包括1,559,454股已發行股份及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進行的資本化發行將予發行的
898,440,546股股份，猶如該等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一直已發行）（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00,000,000股）計算。已追溯調整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
本盈利計算。

鑑於本集團於本期間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對本期
間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攤薄調整。

8. 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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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5 4,823
在製品 3,306 17,854
製成品 3,388 2,351

13,419 2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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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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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444 563,668
減值 — —

749,444 563,668

應收賬款為不計息，一般為期30 – 360日。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劃分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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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個月以內 225,356 47,515
1至3個月 324,767 194,206
3至6個月 153,976 186,730
6至12個月 41,711 127,958
12至16個月 123 4,324
16個月以上 3,511 2,935

749,444 563,668

未被視為減值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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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逾期亦未減值 745,810 556,409
已逾期惟未減值
逾期1個月內 3 2,773
逾期1個月以上但3個月內 120 10
逾期3個月以上 3,511 4,476

749,444 563,668

未逾期亦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若干數目近期並無拖欠記錄的分散客戶有關。

已逾期惟未減值的應收賬款與若干獨立客戶有關。董事認為，由於該等結餘的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及
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故無須就該等餘額計提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餘額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
信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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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總金額為人民幣197,212,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的若干應
收賬款已予質押以取得本集團的計息銀行貸款（附註14）。

1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原材料預付款 36,995 288
擔保按金 (a) 5,000 3,500
招標按金 — 2,177
銀行借款預付擔保費 1,244 280
遞延上市費用 (b) 11,668 3,858
其他應收款項 1,346 822

56,253 10,925

附註：

(a) 擔保按金指就本集團獲提供的銀行貸款擔保向獨立第三方支付的按金（附註14）。

(b) 遞延上市費指有關首次公開發售的法律和其他專業費用，該款項將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完
成首次公開發售時可從權益扣除。

上述資產概無逾期或減值。上文所指的金融資產與最近並無拖欠記錄的應收款項有關。

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已質押銀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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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頭現金 16 11
銀行現金 255,434 128,784

255,450 128,795
減：已質押銀行存款* (400) (1,200)

255,050 127,595

* 於各報告期末的已質押銀行存款指本集團預留作申請成為向電訊網絡營運商供應光纖活動連接器
的合資格供應商的銀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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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以下列貨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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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226,501 115,143
港元 124 132
美元 28,825 13,520

255,450 128,795

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為其他貨幣，然而根據中國內地外匯管理條例及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本集
團被許可在獲授權經營外匯業務的銀行將人民幣兌換為其他貨幣。

銀行現金按每日銀行存款利率以浮動利率計息。銀行結餘存放於信譽良好及並無拖欠記錄的銀行。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已質押銀行存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2. 應付賬款

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劃分的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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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月內 28,519 15,729
3至6個月 8,290 1,037
6個月至1年 11,239 1,648
1年以上 2,044 1,132

50,092 19,546

應付賬款為不計息，一般獲本集團的債權人提供3個月至1年的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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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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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下列各項的應付款項：
稅項及附加費 264,425 175,717
工資及福利 5,802 4,423
物業、廠房及設備建設 18,047 5,374
有關首次公開發售的專業費用 23,716 —
政府部門墊款 1,500 2,000
其他 241 249

313,731 187,763
應計費用 4,243 1,637

317,974 189,4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為不計息，平均還款期為一年之內。

14. 計息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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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應償還：
有擔保 70,000 70,000
有抵押 384,710 203,500

454,710 273,500

銀行貸款按固定年利率計息： 5.35%至
7.57%

6.11%至
7.43%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所有計息銀行貸款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銀行貸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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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銀行貸款以下列各項擔保及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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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第三方擔保（銀行貸款金額）
— 河北寶德中小企業擔保服務有限公司 50,000 70,000
— 河北聯創擔保有限責任公司 20,000 —

70,000 70,000

抵押人（已質押賬面淨值）：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9） 197,212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6,623 134,657
土地租賃預付款 26,996 26,214

15. 遞延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期初 5,300 5,700
撥回損益 (200) (200)

期終 5,100 5,500

遞延收入指購買用於生產本集團主要產品光纖活動連接器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所收取的政府補助
金。遞延收入按每年10%的年度分期付款比率撥回損益以配合有關資產的預期可使用年期。

16.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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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
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1美元的普通股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000,000股） (a) 64,716 279

已發行及繳足：
1,559,454股每股面值0.001美元的普通股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59,454股） (b)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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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獲本公司全體股東批准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35,000美
元，分為 35,000,000股每股面值0.001美元的普通股增加至10,000,000美元，分為10,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0.001美元的普通股。

(b) 本公司的已發行及繳足股本於本期間概無變動。

17. 儲備

(a) 股份溢價

本公司股份溢價賬的應用受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規管。根據組織章程文件及開曼群島公司法
（經修訂），股份溢價在本公司能夠支付於派付擬派股息時在一般業務過程中到期的債務的條件下
分派為股息。

(b) 法定儲備基金

根據外商獨資企業適用的有關中國法規，四方通信須根據中國公認會計原則將其稅後溢利的若干
部分（不少於10%）分配至法定儲備基金（「法定儲備基金」），直至該儲備達其註冊資本的50%為止。

法定儲備基金除在清盤情況下不可分派外，在符合有關中國法規的若干限制下，可用作抵銷累計
虧損或資本化為繳足股本。

18. 股息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本公司董事議決不向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於二零一零年宣派的一次性及非經常性特別股息達人民幣51,206,000元，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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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連方交易

(a)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與關連方訂立重大非經常性交易。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酬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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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薪金及其他福利 1,619 521
退休金計劃供款 56 43

1,675 564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58.4%至人民幣
624,763,000元。強勁的增長是由於國內電信網絡營運商、廣電通信網絡營運商以及移動網絡
營運商對光纖活動連接器的需求非常殷切，國內銷售收益較去年同期顯著增加117.1%。鑑於
中國電信網絡營運商及廣電通信網絡營運商正加快光纖網絡的建設，本集團相信國內客戶的
訂單將持續強勁增長。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溢利較去年同期增加7.3%至人民幣
99,70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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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報中期溢利包括扣除本集團首次公開發售有關的非經常性專業費用為人民幣 22,574,000
元。按備考基準計算，本集團未扣除有關非經常性專業費用之中期溢利將為人民幣
122,276,000元。下表顯示該非經常性專業費用對本集團中期溢利的影響：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99,702 92,932 7.3%
首次公開發售的非經常性專業費用 22,574 7,804

122,276 100,736 21.4%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完成其首次公開發售。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的股
份總數為1,559,454股。於首次公開發售及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所公佈的超額配股權完成
後，已發行的股份總數則增至1,217,300,000股。

按900,000,000股股份（包括1,559,454股已發行股份及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進行資本化　
發行將予發行的898,440,546股股份，猶如該等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一直
已發行）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每股盈利為人民幣11.1分。

所呈報溢利已超出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述人民幣
93,000,000元的溢利預測約7.2%。

收益

下表載列六個月期間按產品劃分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增長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光纖活動連接器 605,579 364,982 65.9%
接配線產品 12,459 25,303 (50.8%)
機房輔助產品 6,725 4,184 60.7%

624,763 394,469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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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纖活動連接器乃構成光纖網絡的主要部件之一，該等產品廣泛應用於電信、廣電及其它專
業通信網絡。本集團為客戶提供訂製產品及解決方案，並提供超過100多個優質的光纖活動
連接器型號，在市場上具有領導地位。本集團的業務專注於光纖活動連接器市場，令本集團
能夠適時應對行業趨勢及客戶技術需求的轉變，並為本集團帶來快速增長及高營運效率。

下表列出本公司於所示年度六個月期間向不同類型國內客戶銷售本公司產品所產生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增長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電信網絡營運商 502,615 217,793 130.8%
廣電通信網絡營運商 45,743 21,262 115.1%
專業通信網絡營運商 27,729 28,095 (1.3%)
其他客戶 35,917 14,703 144.3%

612,004 281,853 117.1%

現各電信網絡營運商正加快將其光纖網絡連接到戶，而廣電營運商亦因應中國國務院公布的
「三網融合」，而將其接入網絡升級為光纖。作為中國光纖活動連接器的領先生產商，本集團
已準備就緒以把握光纖活動連接器市場日益殷切的需求。

國內銷售及海外銷售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收益增長主要是來自售予國內客戶的銷售。下表呈列光纖活動連接器
於國內及海外市場的銷售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增長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國內銷售 — 光纖活動連接器 592,820 252,366 134.9%
國內銷售 — 其他產品 19,184 29,487 (34.9%)

612,004 281,853 117.1%

海外銷售 — 光纖活動連接器 12,759 112,616 (88.7%)

624,763 394,469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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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比較，光纖活動連接器的國內銷售額顯著增長
134.9%至人民幣592,820,000元，主因是電信網絡營運商訂立進取目標加快透過光纖連接技
術覆蓋寬帶用戶，同時廣電通信網絡營運商為準備「三網融合」而專注將其傳輸網絡升級為光
纖網絡。

鑒於本集團的產能出現瓶頸及需要滿足國內客戶的迫切需求，本集團近乎將所有可用產能分
配予生產國內訂單。因此，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海外銷售下跌88.7%至人
民幣12,759,000元。同期銷往愛爾蘭及紐西蘭的海外銷售分別為人民幣3,337,000元及人民幣
9,422,000元，而去年同期則分別為人民幣56,308,000元及人民幣56,308,000元。

本集團爭取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底前完成兩條新光纖活動連接器生產線的建設，屆時產能將由
每年9,000,000套增加至12,000,000套。本集團有信心可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將未付運的海外
訂單趕上。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售出合共10,352,077套光纖活動連接器，其中5,352,077套由本
集團生產，5,000,000套則透過外判由獨立承包商負責生產。

毛利率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為27.4%，而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則為34.1%。整體
毛利率下跌，主要由於國內和海外銷售佔總收益的比重改變，而國內銷售的毛利率亦較海外
銷售為低。於二零一一年首六個月，本集團的國內銷售佔總收益的98.0%，去年首六個月則
佔71.5%。

下表載列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首六個月本集團國內銷售及海外銷售總收益的毛利率︰

二零一一年首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首六個月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國內銷售 163,582 26.7% 73,131 25.9%
海外銷售 7,890 61.8% 61,292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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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國內銷售及海外銷售毛利率持續上揚。就光纖活動連接器的國內銷售而言，平均售
價由每套人民幣57元上升至人民幣58元。光纖活動連接器的海外銷售方面，本集團於本期
間開始出售多一種平均售價每套17美元的型號。而原有型號的平均售價維持每套55美元。
本集團相信，由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主要原料成本將維持穩定，光纖活動連接器需求將持續
強勁，故光纖活動連接器的國內和海外銷售毛利率將得以保持。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股息政策

本公司目前並無股息政策。董事會相信，清晰的股息政策對投資者至為重要。因此，董事會
將於考慮派發末期股息時進一步討論股息政策。

資本結構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後，本公司擴大其股本至900,000,000股並透過發行合
共317,300,000股新股份完成其首次公開發售及超額配發。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已由於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1,559,454股股份增加至於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的1,217,300,000股股份。

本集團使用資本負債比率（債務淨額除以股本加債務淨額）監察資本。債務淨額包括計息銀行
貸款、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應付稅項及應付股息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本
集團的政策為將資本負債比率保持在合理水平。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負債比率分別為40%及47%。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為人民幣255,450,000元，包括人民幣
226,501,000元以及分別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相等於人民幣124,000元及人民幣28,825,000元
的其他款項。

本集團一直以經營活動所得現金及銀行借款應付其業務所需。展望未來，本集團預期運用來
自所有資源的資金撥付其業務所需及擴展計劃，包括銀行貸款、內部產生的現金流及首次公
開發售所得款項。經計及本集團現有財務資源，包括內部產生資金、可動用銀行信貸及首次
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董事認為，本集團擁有充足營運資金應付其未來發展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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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於聯交所上市。於本業績公告日期，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
淨額存入一間香港銀行，以待取得注入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監管批准。本集團將按招股章
程所載的方式應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產生資本開支人民幣126,367,000元，主
要與在建的生產設施有關。資本開支主要以經營業務產生現金淨額及銀行融資撥資。於未來
十二個月，本集團預期產生人民幣210,000,000元的額外資本開支，以增加光纖活動連接器、
軟光纜及機械加工之產能，以及加強研發能力。此等資本開支將以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
額以及經營活動及銀行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撥付。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絕大部分業務交易及負債均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為單位。本集團採取保守的財務政
策，大部分銀行存款均為人民幣、美元及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外匯合約、利率或貨幣掉期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
作對沖用途。因此，本集團並無面對任何重大利率及匯兌風險。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322名僱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8名僱
員）。薪酬乃參考市況及個人表現按公平原則釐定及審閱。

本集團亦向其僱員提供其他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退休福利）。本集團的香港僱員亦參與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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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光纖活動連接器是光纖網絡的主要部件之一。在光纖到戶加快、廣電網絡升級及移動網絡持
續擴展帶動下，中國光纖活動連接器的市場需求迅速增長。按報導，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中
國電信宣佈「寬頻中國‧光網城市」策略，訂下了二零一一年計劃新增光纖入戶3,000萬戶家
庭的目標，較五年前總用戶數目增加300%，並在未來三年在中國所有城市建設光纖接入網
絡。此外，廣電網絡營運商紛紛鋪設光纖網絡，以應對「三網融合」及於二零一五年底前終止
播出模擬電視廣播訊號。另隨著移動網絡營運商持續擴大及提升其移動網絡及移動基站，移
動網絡營運商的光纖活動連接器需求亦會繼續增加。

中國光纖活動連接器市場由數家大型生產商所主導，並由其它眾多規模較少的生產商競爭餘
下一小部份市場。本集團相信其一直在銷量、產能、交貨速度、產品質量及技術能力、訂製
能力、客戶服務、規模經濟效益及聲譽方面一直領先。憑藉本集團在上述核心競爭力方面的
領導優勢，本集團現集中建立產能及增加人手，以鞏固其領導地位，及擴大其客戶基礎至
本集團服務以外的省份和國家。本集團目標是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底前完成建設兩條生產線，
使年產能可達12,000,000套連接器。本集團已開始招聘新人才，以配合本公司快速發展之需
要。此外，本集團亦將在中國不同地區設立新辦事處，以增加其據點及提升客戶服務。

在中國境外，由於寬頻及流動通信用戶急升，全球光纖活動連接器市場亦自二零零九年的金
融危機後恢復升勢。產能增加後，本集團具備有利條件可把握此增長機會。因此，本集團將
加大中國境外的銷售力度。本集團亦致力於二零一二年將海外銷售擴大至愛爾蘭及紐西蘭以
外地區。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本公司核數師審閱中期業績及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
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包括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綜合財務報表的審
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自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於聯交所上市起至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原則及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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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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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監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各董事已確認彼自獲委任日期
起至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止就本公司證券遵守標準守則。

買賣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完成其首次公開發售。連同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行
使的超額配股權，本公司向公眾人士發行合共317,300,000股新股份，已發行股數因而達致
1,217,300,000股。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贖回本公司的
任何上市證券。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業績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登載在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chinafiberoptic.com。
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報告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中旬登載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並寄發予股
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光纖網絡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趙兵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當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趙兵先生、孟欲曉先生、鄧學軍先生及孔敬權先生；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宋志平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石萃鳴先生、呂品先生及馬
桂園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