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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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FOCUS AUTO TECH HOLDINGS LIMITED
新焦點汽車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0）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新焦點汽車技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茲呈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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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未經審核的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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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3 671,230 421,838
銷售及服務成本 (488,642) (296,233)
    

毛利 182,588 125,605
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 3 16,113 8,318
分銷成本 (89,069) (75,130)
行政開支 (59,042) (36,861)
融資成本 4 (5,985) (2,176)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44,605 19,756
所得稅開支 5 (12,539) (3,530)
    

本期溢利 32,066 16,226
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61 (408)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32,327 15,818
  

以下各項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5,677 12,242
 非控制權益 16,389 3,984
    

32,066 16,226
  

以下各項應佔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5,775 11,883
 非控制權益 16,552 3,935
    

32,327 15,818
  

每股盈利：
 – 基本 6 人民幣0.028元 人民幣0.023元

  

 – 攤薄 6 人民幣0.028元 人民幣0.022元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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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99,796 201,176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7,924 18,182

 投資物業 46,105 46,105

 商譽 184,867 184,883

 其他無形資產 256,280 256,252

 遞延稅項資產 97 97
    

705,069 706,695
    

流動資產

 存貨 263,873 234,462

 應收貿易賬款 8 154,513 125,08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20,458 82,233

 應收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290 1,622

 證券買賣 282 282

 已抵押定期存款 – 120,82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93,827 82,982
    

633,243 64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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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已抵押銀行借款 216,358 250,514

 應付貿易賬款 9 235,998 163,32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9,425 181,549

 應付董事款項 2 16

  應付一家附屬公司一名非控股持有人款項 1,000 7,000

 應付稅項 18,084 6,639
    

560,867 609,042
    

流動資產淨值 72,376 38,44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77,445 745,142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借款 12,749 12,773

 遞延稅項負債 65,754 65,754
    

78,503 78,527
    

資產淨值 698,942 666,61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5,317 55,317

 儲備 443,238 427,46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98,555 482,780

 非控制權益 200,387 183,835
    

權益總額 698,942 66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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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及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
非控制
權益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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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結餘 55,317 313,708 113,755 482,780 183,835 666,615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 98 15,677 15,775 16,552 32,32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55,317 313,806 129,432 498,555 200,387 698,942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及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
非控制
權益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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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結餘 55,003 252,222 87,061 394,286 50,475 444,761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 (359) 12,242 11,883 3,935 15,818

一家附屬公司
 一名非控股權益擁有人注資 – – – – 2,939 2,939

購回及註銷股份 (395) (6,349) (395) (7,139) – (7,139)

發行股份 709 11,907 – 12,616 – 12,616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55,317 257,421 98,908 411,646 57,349 46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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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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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56,124) (62,107)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13,725) (15,836)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78,006 69,08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8,157 (8,86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63,216 82,560

匯率變動之影響 62 (204)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71,435 73,49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93,827 73,496

銀行透支 (22,392) –
   

71,435 7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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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組成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三冊，經綜合及修訂）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及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除於本期間財務報表首次採納的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此等財務報表所用主要會計政策與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任何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與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電子、電源相關汽車零配件的製造與銷售以及提供汽車維修、保養及修飾服務，以及透過在大中

華區的服務連鎖店網路進行商品零售。於本期確認的收入如下：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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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671,230 421,838
   

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
 銀行利息收入 168 166

 政府補貼 926 22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387) 101

 租賃收入 1,543 1,541

 出售廢料收益 195 393

 非流動保證金之推算利息收入 – 56

 樣品收入 339 26

 補償收入 1,707 1,592

 贊助收入 1,501 1,099

 匯兌收益淨額 2,465 840

 己收回扣及折讓 2,694 299

 手續費收入 1,783 9

 其他 3,179 1,969
   

16,113 8,318
   

687,343 43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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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與分類資料（續）
(a) 可呈報分部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人為作出策略決定而審閱的報告來釐定經營分部。

本集團經營兩項可呈報分部，分別為( i )汽車配件生產及銷售：及( i i )提供汽車維修、養護及修飾服務以及汽
車配件貿易。

分類間交易乃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部人士收取的費用而定價。由於核心收益及開支並未計入主要營運決策
人評估分部表現時使用的分部業續，故並無分配至各經營分部。

下文載列此等分部資料的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汽車配件
生產及銷售

提供汽車
維修、養護及 

修飾服務以及
汽車配件貿易 對銷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業績
對外銷售收益 221,010 450,220 – 671,230

分部間銷售收益 5,050 21,107 (26,157) –

外部其他收入及收益
 或虧損 1,974 11,525 – 13,499
      

總計 228,034 482,852 (26,157) 684,729
     

可呈報分部溢利 3,509 46,745 50,254
    

利息收入 161 7 – 168

利息開支 (4,623) (1,355) – (5,978)

未分配利息開支 (7)
      

利息開支總額 (5,985)
      

折舊及攤銷費用 (8,314) (7,984) – (16,298)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費用 (15)
 

折舊及攤銷費用總額 (16,313)
 

所得稅開支 (967) (11,572) – (1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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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與分類資料（續）
(a) 可呈報分部（續）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汽車配件

生產及銷售

提供汽車

維修、養護及

修飾服務以及

汽車配件貿易 對銷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業績

對外銷售收益 244,278 177,560 – 421,838

分部間銷售收益 4,344 597 (4,941) –

外部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 2,168 5,269 – 7,437
      

總計 250,790 183,426 (4,941) 429,275
     

可呈報分部溢利 12,935 10,238 23,173
    

利息收入 118 45 – 163

未分配利息收入 59
      

利息收入總額 222
      

利息開支 (2,039) (137) – (2,176)

折舊及攤銷費用 (7,660) (5,796) – (13,456)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費用 (9)
 

折舊及攤銷費用總額 (13,465)
 

所得稅開支 (970) (2,560) – (3,530)
 



– 9 –

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與分類資料（續）
(b) 可呈報分部損益以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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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可呈報分部溢利 50,254 23,173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淨額 2,614 881

未分配公司開支 (8,263) (4,298)
   

除所得稅開支前綜合溢利 44,605 19,756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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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1,333,141 1,350,036

未分配公司資產 5,171 4,148
   

綜合資產總值 1,338,312 1,354,184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629,170 679,906

未分配公司負債 10,200 7,663
   

綜合負債總額 639,370 68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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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與分類資料（續）
(c) 地區分部

來自本集團外部客戶之分部收益以及金融工具、遞延稅項資產及離職後福利資產以外之非流動資產（「特定

非流動資產」）按地區呈列如下：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特定非流動資產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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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北美洲 137,873 174,163 – –

歐洲 21,789 20,998 – –

亞太地區 23,839 17,676 – –

大中華（包括台灣） 487,729 209,001 704,972 706,598
     

671,230 421,838 704,972 706,598
    

(d) 主要客戶

期內，本集團之客戶基礎分散，且並無客戶之交易額佔本集團收益超過10%。

4.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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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利息：

 – 五年內 5,985 2,176
  



– 11 –

5. 所得稅開支

於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中扣除的所得稅開支金額指：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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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期稅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台灣企業所得稅 12,539 3,530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二零一零年：人民幣零元），故

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海外附屬公司稅項以類似方式按相關司法權區適用之現有稅率計算。

6. 每股盈利

–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15,677 12,24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52,208 542,782
   

–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基準計算。計算中所用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本期間已發

行之普通股數目，即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數量，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假設於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被

視作行使或轉換為普通股時已無償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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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續）
– 攤薄（續）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及用於釐定
 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人民幣千元） 15,677 12,242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52,208 542,782

攤薄影響－為計算購股權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6,657 5,240
   

為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58,865 548,022
  

7.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零元）。

8. 應收貿易賬款

賬齡分析詳情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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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至30天 81,877 68,290

31天至60天 33,096 33,661

61天至90天 21,895 12,402

90天以上 19,950 12,176
   

156,818 126,529

減：呆賬撥備 (2,305) (1,447)
   

154,513 125,082
  

本集團之應收款項信用期平均為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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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
賬齡分析詳情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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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至30天 149,335 92,591

31天至60天 57,275 34,432

61天至90天 13,785 10,012

超過90天 15,603 26,289
   

235,998 163,324
  

本集團之應付款項信用期平均為60天。

10. 報告期間結算日後重要事項
(a)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以收購上海追得51%股權，代價總

額為人民幣64,260,000元（可予調整），其中人民幣36,757,000元以現金支付，而人民幣27,503,000元透過
發行代價股份支付。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此項收購告完成。此項交易的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
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公佈中披露。

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的估值以及收購成本有待最後確定，因此，有關此項收購的財務資料並無於此等
財務報表中披露。

(b)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本集團向若干國際機構投資者發行本金額為人民幣200,000,000元之人民幣債
券。人民幣債券年利率為3.75厘，須於每半年期末及發行日期後兩年支付。此項交易之詳情於本公司日期
分別為二零一一年八月九日、八月十二日及八月十七日之公佈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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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綜覽

集團專注於大中華汽車服務連鎖網絡，採取垂直縱向一體化的企業營運模式，包含創新研發、生產製

造、品牌建設、通路擴張，商品零售和服務，力爭業界產業龍頭寶座。

業績摘要

收入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約為人民幣671,230,000元；較二零

一零年同期（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民幣421,838,000元）上升約59.12%。上升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的服務

業務增長。

毛利及毛利率

期間毛利約為人民幣182,588,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民幣125,605,000元）上

升約45.37%，上升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的服務業務增長。毛利率約27.20%，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二零一零

年同期：約29.78%）下降約2.58個百分點。

開支

期間內的分銷成本約人民幣89,069,000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民幣75,130,000元），增長約18.55%；

期間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59,042,000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民幣36,861,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

上升約60.17%；該項開支增長主要源於：

第一、集團開展供應鏈及IT整合，因而增加的相關投入；

第二、集團並入之遼寧新天成實業有限公司（「遼寧新天成」）及浙江歐特隆實業有限公司（「浙江歐特隆」）

於期間產生之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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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溢利

期間經營溢利約人民幣50,590,000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民幣21,932,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130.67%。上升乃主要由於本集團的服務業務增長。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淨額約人民幣5,985,000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民幣2,176,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175.05%，主要原因為集團增加銀行貸款並且境內銀行貸款利率提升。

稅項

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12,539,000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民幣3,530,000元），增長約255.21%；主要源

於集團盈利較二零一零年同期有較大提升。

股東應佔溢利

股東應佔溢利約人民幣15,677,000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民幣12,242,000元），增長約28.06%，每

股盈餘約為人民幣2.8分（二零一零年同期：人民幣2.3分）。

財務狀況與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72,376,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人民幣38,447,000元），流動比率約為1.13（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06）；以總負債除

以總資產計算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47.77%（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0.77%）；公司銀行借款總

額約為人民幣229,107,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63,287,000元）。大部分銀行借款

乃以人民幣及新台幣計值及浮動利率計息。

本集團擁有健康及充足的經營現金流、銀行存款及銀行信貸額度，足以支付企業日常營運，並將通過適

當的融資渠道獲得額外資金，以應對將來在拓展集團版圖深入大中華內需市場的兼併收購與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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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擔保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作本集團銀行借款之擔保之物業、廠房、設備、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

權之賬面淨值合計約為人民幣117,395,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19,921,000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上海追得貿易發展有限公司（「上海追得」）之股東訂立股權轉讓協

議，據此，本公司成功收購上海追得之51%股權，代價為人民幣64,260,000元（可予調整），其中人民幣

36,757,000元須以現金支付，而人民幣27,503,000元則透過發行代價股份支付。收購於二零一一年七月

四日完成。

重大投資

期間，本集團無重大投資。

匯兌風險

期間，本集團的結算貨幣主要為美元。為降低匯兌風險，本集團通過採購合同鎖定匯率以及調整報價政

策，得以向上下游轉移成本壓力，以減少上述匯率變動帶來的影響，董事認為本集團不存在重大匯兌風

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共3870名全職員工（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3,691名），其中

470名為管理人員（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631名）。本集團致力於引進優秀人才，以豐富人才結構。為

吸引及穩定優秀僱員，除市政府規定的各種退休金計劃之外，本集團亦提供如醫療保險及房屋津貼等福

利。傑出員工更可獲本集團授予酌情花紅與購股權，以示獎勵。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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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間結算日後之重大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七日，本集團向若干國際機構投資者發行本金額為人民幣200,000,000元之人民幣

債券。人民幣債券年利率為3.75厘，須於每半年期末及發行日期後兩年支付。此項交易之詳情於本公司

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年八月九日、八月十二日及八月十八日之公佈中披露。

業務進展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底止，AUTOLIFE（本集團服務業務）取得以下進展：

• 大都會區經營團隊的資源整合以及品牌統一

大都會區域係指北京，上海和成都三大版塊。透過集團的管理整合，加上北京愛義行較為顯著的

營利模式及其優質經營團隊之優勢，將三地的零售體系（服務中心）進行系統性的高效績效管理，

進而優化獲利能力，提升集團整體利潤。

• 併購中國貼膜強勢品牌商上海追得

上海追得目前為中國汽車隔熱膜市場最具實力的營運和推廣商，並多次榮獲最佳供應商、優秀品

牌商等稱號。目前主營自有品牌包括：大師貼膜、SUNSAINT天幕、APEX歐帕斯等。在收購完成

後，上海追得將取得集團在資金和經營方面的強力支援，按計畫完成專營店及店中店的網點佈局

目標，力爭穩固中國汽車隔熱膜市佔率第一的地位。

• 發揮各區域之經營優勢

集團為汽車後市場業界龍頭。在二零一一上半年，集團在大中華區域之服務中心穩健經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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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中華汽車後市場的汽車服務環境，進一步滿足了眾多汽車用戶的基本需求，並充分發揮各自

的獨特優勢：

1. 台灣地區：客戶保有量以及通路品牌影響力穩居台灣地區之冠。

2. 北京、成都及上海地區：成都及上海之實際經營交由北京之經營團隊負責， 把北京服務中心

的盈利能力成功複製到成都及上海區域。此外，在成都之服務中心引進領先汽車服務技術，

憑借當地唯一機械化洗車隧道，成為該區汽車後市場服務商之翹楚。

3. 深圳地區：深圳永隆行為深圳地區保險公司推薦之客戶維修及服務提供商，其會員數與知名

度皆位居深圳同行之首。

• 大幅推廣自有品牌

 

集團在建立廣泛的零售體系的同時，透過集團層面的聯合採購，成功推出NFA一體機，在集團旗下

之連鎖店予以銷售，以逐步推廣自有品牌在市場的佔有率。

展望

中國在二零一零年全年汽車銷售量超過1,800萬輛，同比增長超過三成；汽車保有量突破9,000萬輛，位

居世界第二。此行業發展態勢為集團服務業之發展提供了優良的宏觀環境。 充分掌握此發展良機，二零

一一年下半年集團主要的營運策略重點包括：

第一 集團與子公司的資源全面整合：集團透過優質的IT系統更新、整合和提升效能，可即時掌握所需

的業務和財務數據。此舉除了可提升領導決策之效率，更為集團進行相關產品之聯合採購提供

便利，提高議價能力、降低進貨成本，進而提升集團實質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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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自有產品品牌推廣和取得國內外知名產品品牌中國代理權：集團透過聯合採購和子公司供應鏈

的整合，除了大舉推廣自有品牌在市場的普及率，並將陸續引進國內外知名汽車後市場所需產

品，豐富服務業之產品線，提升集團之盈利能力。

第三 經營團隊的資源整合和服務品牌統一：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將北京，上海和成都連鎖零售體系

由北京愛義行團隊統一經營且已經呈現明顯的經營利益後；預計在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將對集

團旗下之批發體系（大型會員店）在業務經營及服務品牌使用方面進行整合，將資源予以整合及

優化，以提升批發體系之經營效益。

第四 連鎖門店持續擴張：為鞏固現有之市場領先地位，集團將持續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和台

灣開拓新網點，大幅提升集團在重點區域之業務涵蓋範圍。另外，集團將尋求優質兼併對象，

以快速增加連鎖門店之數量及市場覆蓋範圍。我們確信，基於審慎評估，憑借集團服務業之成

功經營策略，各新開拓網點和兼併收購案均能為集團經營利潤作出明顯貢獻。

第五 提升客戶滿意度：透過專業的技術、多元化且高品質的產品、親切的服務等自身優勢，進一步

加強客戶對集團的依賴與信任，盡力促使服務業在來客數與客單價方面的同店同比增長率持續

上升，確保服務業之營收與獲利穩步成長。

第六 製造業持續穩定成長：集團製造業研發團隊持續把握市場動向，不斷推出創新產品，滿足國內

外市場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進而提升集團整體營收和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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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集團掌握中國汽車後市場強勁的增長契機，透過高效益的運營和管理，持續穩固集

團在大中華和亞太區汽車後市場連鎖服務的領導地位。集團有信心透過上述六大營運策略，確保集團在

未來之營收與利潤均能持續快速成長。

買賣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

守則規定。

根據守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須由不同人士出任，而不應由一人兼任」。洪偉弼先生為本公司主

席兼行政總裁，與守則有所不符，乃由於洪先生負責領導本集團之日常管理。董事會認為這種管理可為

本集團提供強勁而貫徹的領導，有助作出有效的業務策略及決策規劃與執行。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按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

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行為守則。為確保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符合標準守則，本公司已成立董事

委員會（「證券委員會」）以處理相關交易，成員包括洪偉弼先生（主席）及洪瑛蓮女士。進行任何本公司證

券交易前，董事須知會證券委員會主席，或如為洪偉弼先生進行交易，則須書面知會洪瑛蓮女士，並獲

得證券委員會的書面確認。經本公司證券委員會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期

間一直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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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中期報告提供的會計資料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新焦點汽車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洪偉弼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洪偉弼、吳冠宏、洪瑛蓮、陸元成、Douglas Charles Stuart 

Fresco及Edward B. Matthew；(ii)非執行董事羅小平及許明全；以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杜海波、周太明及

汪啟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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