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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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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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HIGH PRECISION AUTOMATION GROUP LIMITED
中國高精密自動化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91）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高精密自動化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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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496,790 423,296
銷售成本 (263,656) (211,905)

毛利 233,134 211,391
其他收入 4 5,649 8,216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4 (2,460) 1,346
銷售費用 (4,344) (3,152)
行政費用 (24,084) (19,982)

經營溢利 207,895 197,819
財務成本 5(a) — —

除稅前溢利 5 207,895 197,819
所得稅 6 (33,241) (30,690)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174,654 167,129

每股盈利（人民幣分）
— 基本 7 16.83 16.11
— 攤薄 16.83 16.11



– 2 –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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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174,654 167,12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中國境外業務（不包括香港）財務報表之滙兌差額 (7,850) (11,433)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66,804 15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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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人民幣元列示）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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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420 265,441
在建工程 255,864 180,877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9,975 10,088
建築成本預付款項 4,454 4,455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52,692 57,665
遞延稅項資產 2,466 2,466

593,871 520,992

流動資產
存貨 105,911 50,54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518,923 417,12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60,852 1,257,031

1,785,686 1,724,70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211,825 196,250
本期稅項 15,358 18,050
保修撥備 933 500

228,116 214,800

流動資產淨值 1,557,570 1,509,90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151,441 2,030,8 9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8,022 18,022

18,022 18,022

資產淨值 2,133,419 2,012,87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1,360 91,360
儲備 2,042,059 1,921,516

總權益 2,133,419 2,012,876



– 4 –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元列示）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盈餘公積金
以股份支付
酬金儲備 其他儲備 滙兌儲備 未分配利潤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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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之餘額 91,360 1,050,786 70,216 27,365 2,982 (2,576) 493,271 1,733,40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年度權益變動：

年內溢利 — — — — — — 304,393 304,393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5,504) — (5,504)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5,504) 304,393 298,889

已宣派及派付之股息 — (45,256) — — — — — (45,256)

以權益結算之股份支出 — — — 25,839 — — — 25,839

撥至盈餘公積金 — — 60,125 — — — (60,125)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之餘額 91,360 1,005,530 130,341 53,204 2,982 (8, 080) 737,539 2,012,876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174,654 174,654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7,850) — (7,850)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7,850) 174,654 166,804

已宣派及批准之上年度股息 — (46,261) — — — — — (46,261)

撥至盈餘公積金 — — 12,957 — — — (12,957)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餘額 91,360 959,269 143,298 53,204 2,982 (15,930) 899,236 2,13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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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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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營運所得現金 64,493 134,982
已付中國所得稅 (35,933) (24,787)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8,560 110,19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8,480) (155,881)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6,259) (45,67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淨減少 (96,179) (91,36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57,031 1,369,617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60,852 1,27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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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除另有註明外，均以人民幣元列示）

1. 編撰基準

本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而編製，包括遵照香港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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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期財務報
告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二零一一年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之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惟預期於二零一二年全年財
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有關該等會計政策變動的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
設會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及本年迄今為止所呈報資產及負債、收益及開支之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
算有所差異。

本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之解釋附註。該等附註包括解釋對本集團自二零一一年度
之全年財務報表刊發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之變動而言屬重要之事件及交易。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告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規定之
一切資料。

有關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並載入中期財務報告內作為前期呈報資料之財務資料，並不構
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法
定財務報表在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可供索閱。核數師在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之報告內已對該等
財務報表不作出意見。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下列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為首次生效或可供本集團及本公
司於本會計期間提早採納。其中，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連者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二零零九年）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二零一零年）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9號「以股本工具消除財務負債」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9號尚未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原因為該等變動將於本集
團訂立有關交易（如債轉股）時首次生效。

其餘變動主要與澄清適用於本集團財務報表若干披露規定有關。此等變動對該等財務報表的內容並無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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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高精密工業自動化儀錶及技術產品，以及鐘錶儀錶。

營業額指已扣除退貨、折扣及增值稅以及其他銷售稅後的貨品銷售值，於所呈列期間確認的各類主要收入
金額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自動化儀錶及技術產品的銷售 432,848 350,256

鐘錶儀錶的銷售 63,942 73,040

496,790 423,296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客戶（未經審核）的交易超逾本集團營業額的10%（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零（未經審核））。

4.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5,649 8,216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滙兌（虧損）╱收益淨額 (2,460) 1,346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財務成本 — —

(b) 員工成本：
向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作出之供款 855 456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4,310 19,976

25,165 20,432

根據中國的相關勞工規則及法規，中國附屬公司參與中國福建省市政府機關組織的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計
劃」），據此，本集團須按合資格僱員薪金18%的比率就計劃作出供款。本集團已就所需的退休金供款作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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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款到期時撥支福建省社保辦公室。福建省社保辦公室負責向退休僱員支付他們在計劃下所享有的福利金。

本集團為所有香港合資格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及相關
規例，本集團及僱員按僱員有關收入的5%（每月有關收入的上限為20,000港元）為強積金計劃供款。

除上述的年度供款外，本集團並無其他與以上兩個計劃有關的重大退休金福利支付責任。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c) 其他項目：
折舊 11,137 6,097

攤銷 113 113

研發費用 4,486 2,646

保修撥備增加 433 440

核數師酬金 — 820

經營租賃費︰
 最低租賃付款 — 物業 867 925

存貨成本（附註） 263,656 211,905

附註：  存貨成本中與員工成本、折舊及攤銷費用相關的金額為人民幣20,308,000元（未經審核）（截至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4,405,000元（未經審核）），亦於上文或附註5(b)各
類別總開支中獨立披露。

6. 所得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 — 中國所得稅
期內撥備 33,241 30,690

(i) 根據開曼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任何開曼群島的所得稅。

(ii)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溢利（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零（未經審核）），因此並沒有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iii)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規例，凡符合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頒佈之《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的通
知之條件的認定高新技術企業（「認定高新技術企業」），均可按優惠所得稅率15%納稅。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十二日，福建上潤精密儀器有限公司（「福建上潤」）獲有關當局認定為認定高新技術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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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並非在中國成立或在中國沒有設有經營地點之非居民企業，或在中國成立
或在中國設有經營地點，惟有關收入實際上並非與在中國成立或中國經營地點有關之非居民企業，將
須就多項被動收入（如源於中國境內之股息）按10%稅率（除非按條約減免）繳付預扣稅。因本集團一間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直接全資持有福建上潤，根據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雙重稅收安排，其預扣稅
應以5%稅率計算。福建上潤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未分配利潤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負債已獲確認
入賬，惟限於預期於可見將來作分配的溢利。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本中期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174,654,000元（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67,129,000元（未經審核））以及該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37,500,000股（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037,500,000股普通股（未經審
核））計算，詳情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溢利（基本及攤薄） 174,654 167,129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期初已發行普通股 1,037,500 1,037,500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1,037,500 1,037,500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是按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174,654,000元（未
經審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67,129,000元（未經審核））及該期間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經調整購股權的潛在攤薄影響（假設於本期間已獲行使））計算。由於本期間普通股
的平均市價並無超越購股權的行使價，故該等購股權並無攤薄影響。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1,037,500 1,037,500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1,037,500 1,0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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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部門管理業務，部門以業務種類劃分。本集團呈列以下兩個可報告分部，這與本集團就資源分配
及表現評估向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滙報資料之方式一致。以下呈列的可報告分部並非合併任何經營分部
所得。

自動化儀錶及技術產品： 製造及銷售智能數字顯示控制儀、流量積算儀、壓力變送器 

及多路巡檢儀。
鐘錶儀錶： 製造及銷售多功能全塑石英錶機芯。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業績和分部間資源分配，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根據以下基礎監督每個可報告分部的業績、
資產和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其他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應佔
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保修撥備。

將收入和支出分配入可報告分部時，是參照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以及產生的支出或該等分部應佔之資
產折舊或攤銷金額。

報告分部溢利的計量方式為「經調整經營溢利」。為計算分部溢利，本集團的經營溢利就並無明確歸屬
於個別分部的項目（如總部或企業行政成本）作出調整。除有關經調整經營溢利的分部資料外，管理層
亦獲提供有關收入及購置非流動分部資產之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向本集團最
高行政管理人員提供的本集團可報告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自動化儀錶及技術產品 鐘錶儀錶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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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可報告分部收入 432,848 350,256 63,942 73,040 496,790 423,296

可報告分部溢利 

（經調整經營溢利） 200,885 178,530 23,419 27,062 224,304 20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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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儀錶及技術產品 鐘錶儀錶 總計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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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報告分部資產 1,006,187 737,751 145,157 182,317 1,151,344 920,068

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購置 
非流動分部資產╱年 70,524 217,189 13,605 46,801 84,129 263,990

可報告分部負債 125,991 106,316 36,008 33,203 161,999 139,519

 (b) 可報告分部收入、溢利、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496,790 423,296

綜合營業額 496,790 423,296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224,304 205,592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支出 (16,409) (7,773)

除稅前綜合溢利 207,895 197,819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1,151,344 920,068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 1,228,213 1,325,630

綜合總資產 2,379,557 2,24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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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161,999 139,519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 84,139 93,303

綜合總負債 246,138 232,822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包含在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中的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壞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逾期亦未減值（本期） 511,241 412,445

逾期少於一個月 — 1

逾期一至三個月 667 345

逾期三個月以上但十二個月以下 66 —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壞賬撥備） 511,974 412,791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949 4,338

518,923 417,129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包含在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中的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到期或應要求 4,974 3,643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89,226 78,575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66,866 56,801

應付貿易賬款總額 161,066 139,019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50,759 57,231

211,825 19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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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有關上財政年度及在本中期期間內已批准及支付予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有關上財政年度及在本中期期間內批准及支付 

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5港仙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5港仙（未經審核）） 46,261 4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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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及市場回顧

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隨著歐元區危機及本地信貸緊縮，本集團面對顯著的宏觀經濟增長放緩，
更多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面臨經營困難。基於上述不確定因素影響，管理層對本集團
的營運更審慎及關注。

儘管本期間宏觀經濟增長放緩，鑒於本集團的工業發展以及有利的產品定位，本集團的工業
自動化儀錶業務得以大致上按原定計劃進行；而新廠第二期發展項目提供的額外產能，則充
份反映於工業動化儀錶產品的生產及銷售表現。從本期間本集團工業自動化儀錶業務的強勁
表現可見，該業務基本上不受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然而，本集團鐘錶儀錶業務較易受經濟週
期左右，於二零一一年十月至十二月宏觀經濟增長放緩期間，鐘錶儀錶業務亦顯著放慢。由於
機芯需求與宏觀經濟皆存在不確定因素，本集團對機芯業務擴充計劃保持步步為營的態度。
於二零一一年底，新廠第三期正進行基建發展，預計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竣工。

分部資料

本集團採納業務分部資料為主要報告形式。

自動化儀錶及技術產品

本期間，高精密工業自動化儀錶及技術產品的銷售額為人民幣432,848,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50,256,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87.1%（截至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82.7%）。本集團繼續專注於生產及拓展高精密工業自動化儀錶
及技術產品，管理其存貨水平及分銷網絡。該業務分部之可報告分部溢利為人民幣200,885,000
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8,530,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上升
約12.5%。

鐘錶儀錶

本期間，鐘錶儀錶的銷售額為人民幣63,942,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73,040,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12.9%（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7.3%）。該業務分部之可報告分部溢利為人民幣23,419,000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則為人民幣
27,062,000元。

生產設施

本集團自設大型生產設施，現正擴大產能，提升競爭優勢。

由於本集團位於褔州馬尾科技園區快安大道15號地的現有生產設施（第一期發展項目）的使用
率於二零零八年已達上限，本集團現正分兩期（即第二及第三期發展項目）擴大及提升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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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發展項目均位於中國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快安科技園龍門村，總地盤面積約為47,665平方
米。

第二期發展項目純粹針對擴大本集團現有產品的產能。新廠房已於二零一零年投產，已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達到產能上限。因此，本集團現有產品的產能已按計劃提升一倍。

第三期發展項目則純粹針對生產本集團之新產品 —  執行儀錶。新廠房的建築工程已經展開，
預期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竣工，並預計於二零一三年可全速投產。鑒於環球市場不穩定，故此
董事將審慎進行未來的發展計劃。

前瞻

基於宏觀經濟前景未明，管理層對本集團的業務管理及生產擴充計劃採取捨進取、求穩健的
態度。為應付二零一一年末機芯需求的急速放慢，管理層及時重新考慮鐘錶儀錶擴充計劃，而
本集團的鐘錶儀錶業務將於短期內維持保守發展步伐。

本集團的工業自動化儀錶業務於本期間不受宏觀經濟發展放緩的負面影響，惟倘國內外宏觀
經濟均無復甦跡象，其表現最終都可能會受影響。鑒於中小型企業所面對的困難及由此產生
的連鎖反應，管理層已作好充份準備，透過將本集團的業務重心轉移至最終客戶（彼等較不受
經濟週期及信貸緊縮左右），迎接未來的挑戰。市場不穩定亦為涉及重大投資的執行儀錶第三
期發展項目帶來不確定因素，故本集團應保持審慎步伐發展有關項目，並保持警覺以防任何
潛在損失。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本期間，本集團營業額為人民幣496,79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
民幣423,296,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7.4%。營業額上升是由第二期發展項目提供額外的產
能所帶動。

毛利及經營溢利

本期間，本集團的毛利及經營溢利分別為人民幣233,134,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11,391,000元）及人民幣207,895,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197,819,000元）。毛利及經營溢利俱升是由第二期發展項目提供額外的產能所
帶動。

自動化儀錶及技術產品分部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52.5%微跌
至本期間的48.3%。此乃主要由於部分產品於二零一一年初減價，減價後個別產品的平均售價
在兩段期間維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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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錶儀錶分部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37.7%微跌至本期間的
37.4%，而單位平均售價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8元輕微上漲至
本期間人民幣1.86元。在需要時，本集團適時調整售價，在價格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維持其市場
佔有率。

本期間，本集團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增長5.1%。

溢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為人民幣174,654,000元，相比二零一零年同期則為人民幣
167,129,000元，增加主要由於上文所載的因素。

每股盈利

本期間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為人民幣16.83分（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16.11分）及人民幣16.83分（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6.11分）。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期間，本集團主要利用其內部資源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流動資產淨值、資產總值減流動
負債分別為人民幣1,160,852,000元、人民幣1,557,570,000元及人民幣2,151,441,000元，而於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則分別為人民幣1,257,031,000元、人民幣1,509,906,000元及人民幣2,030,898,000
元。

借貸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值增加人民幣120,543,000元至人民幣
2,133,419,000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012,876,000元）。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以流動負債加非流動負債除以權益總值計算）
約為0.1（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0.1）。

配售及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涉及的發售股份合共287,500,000股（包括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而
發行的股份），配售及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043,000,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將主要用
於以下用途：

1. 動用約711,000,000港元於建設生產設施以生產本集團之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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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動用約129,000,000港元於研發工作；

3. 動用約81,000,000港元於網絡發展及銷售支援服務；

4. 動用約18,000,000港元於發展本集團資訊系統；及

5. 動用約104,000,000港元作一般營運資金。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使用所得款項淨額於以下用途：

1. 動用約378,000,000港元於建設生產設施以生產本集團之新產品；

2. 動用約27,000,000港元於研發工作；

3. 動用約23,000,000港元於網絡發展及銷售支援服務；及

4. 動用約1,000,000港元於發展本集團資訊系統。

所得款項淨額餘額則以短期存款形式存放於金融機構。

重大投資

本期間，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

收購與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進行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僱員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僱員合共1,349人（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1,343人）。
本集團制定政策，定期檢討僱員薪金水平及表現花紅制度，確保本集團薪酬政策在業內具有
競爭力。本期間，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人民幣25,165,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0,432,000元）。為獎勵本集團員工、董事及顧問，本公司根據其於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該計劃」）向員工、董事及顧問授出購股權。本
期間，本公司並無授出、行使、註銷或使之失效的購股權，該計劃項下未獲行使之購股權數目
為39,000,000。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以其資產作抵押。

有關重大投資及預期資金來源的未來計劃

除以上所述擴大生產設施外，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計劃作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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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持續密切監察行業發展，定期檢討其業務拓展計劃，以本集團最佳利益為依歸採取
必要的措施。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來自以外幣列值的若干金融資產及負債，主要為美元及港元。本集團預期
人民幣兌外幣不會出現可能對本集團經營業績構成重大影響的任何升值或貶值。本期間，本
集團並無利用金融工具為外匯風險作對沖，並將繼續不時密切監察有關風險情況。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中期財務報告所列已訂約但未撥備的資本開支以及中
期財務報告所列已授權但未訂約的資本開支分別為人民幣74,852,000元及人民幣89,606,000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期間，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大部分守則條文，惟下文守則條文第A.2.1條的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黃訓松
先生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同一人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有助本集團
在制定及執行長遠發展策略時，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一致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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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準則。本公司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
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載列之規定準則。

董事於競爭業務所持的權益

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股東或其各自任何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
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持有任何重大權益。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胡國清博士、吉勤之女士及陳玉曉
先生，專責就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提供意見，並不時參照
本公司目標及宗旨檢討及批准本公司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建議。

提名委員會

本集團自二零零八年以來已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並以書面列明其職權範圍，職權
範圍遵循企業管治守則。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乃每年至少檢討一次董事會架構、規模及組成，
就任何為配合本公司之公司策略而擬對董事會作出之變動提出建議，並就委任或重新委任董
事及計劃董事繼任人選作出建議。提名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胡國清博士、吉
勤之女士及陳玉曉先生。陳玉曉先生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的主席。

審核委員會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以來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以
書面列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乃（其中包括）協助董事會，就本集團的財務報
告系統、內部監控以及風險管理系統的有效性提供獨立意見、檢討及監控審核程序、審閱本公
司的財務資料，及履行董事會所指派的其他職責。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即胡國清博士、吉勤之女士及陳玉曉先生（主席）。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實務準則，並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
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他們認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符合有關的會計準則、規則及法規，同時已作出適當的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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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財務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登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chpag.net)。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
此中期財務報告將適時寄發給本公司股東，同時亦登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國高精密自動化集團有限公司 

黃訓松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黃訓松先生、鄒崇先生、蘇方中先生及張全先生；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吉勤之女士、胡國清博士及陳玉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