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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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eoch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imited
理士國際技術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2）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益增長��.�%至人民幣�,���.�百萬元。

• 毛利增長��.�%至人民幣���.�百萬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0.�%至人民幣���.�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
0.��元），該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年內已發行
股份加權平均數�,���,���,000股（二零一零年：�,0��,���,��0股）股份為基準計算。

• 董事會建議擬派末期股息為每股�.�港仙，全年股息總額為每股�.�港仙。

全年業績

理士國際技術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於提呈及推薦董事會批核前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業績及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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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 3,164,056  �,���,���
銷售成本  (2,510,311	) (�,���,��� )    

毛利  653,745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70,878	 ��,���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4,048	) (��,��� )
行政開支  (179,758	) (���,��� )
其他開支  (73,545	) (�0,��� )
財務成本 � (29,128	) (��,�0�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22	 –    

稅前溢利 � 328,266	 ���,��0
所得稅開支 � (44,646	) (��,��0 )    

本年度溢利  283,620	 ���,��0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8,773	) (�,0�� )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8,773	) (�,0�� )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74,847	 ���,���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83,620	 ���,��0    

  283,620	 ���,��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74,847	 ���,���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基本
－本年度溢利  人民幣0.21元  人民幣0.��元    

攤薄
－本年度溢利  人民幣0.21元	 人民幣0.��元    

本年度派付及擬派股息詳情於下文附註�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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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29,681	 ��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75,069	 ��,�0�
無形資產  29,131	 �,�0�
貿易應收款項的非即期部份  14,115	 ��,���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訂金  90,787	 ��,���
遞延稅項資產  8,615	 �,�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442	 –
定期存款 �� 28,500	 –
已抵押存款的非即期部份 �� 365,650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846,990  ���,���    

流動資產
存貨 �0 990,962	 ���,���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 804,119	 ���,��0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 159,434	 ���,00�
應退回稅項  87,422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3,150	 �,�0�
交易性金融資產  1,262  �,��0
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 –  ���,0��
已抵押存款 �� 274,841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73,371	 ���,���    

流動資產總值  2,404,561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 547,859	 ���,��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246,644	 ���,��0
計息銀行借貸 �� 740,935	 ���,���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5,933	 ��,���
應付所得稅  45,066	 ��,���    

流動負債總值  1,586,437  �,00�,0�0    

流動資產淨值  818,124	 �,���,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65,1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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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209	 ���    

計息銀行借貸 �� 330,691	 –    

非流動負債總額  334,900	 ���    

資產淨值  2,330,214	 �,0��,���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4,267  ���,���
儲備  2,215,947	 �,���,�0�    

權益總額  2,330,2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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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乃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七日根據開曼群島第��章開曼群島公司法（����年第�號法
案，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而本公司股份（「股份」）已自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上市」）。本公司
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 Grand Cayman, KY�-����, 
Cayman Islands。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開發和銷售鉛酸蓄電池。

2.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當中包括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批准的準則
和詮釋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從事製造和銷售鉛酸蓄電池業務。為管理目的，本集團根據其產品經營一個業務單
位，故有一個報告分部，即製造及銷售鉛酸蓄電池。

並無合計經營分部以組成上述的報告經營分部。

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 1,552,594	 ���,���
歐盟 522,283	 �0�,���
美國 489,453	 ���,���
其他亞洲國家╱地區 486,044	 ���,���
其他國家 113,682	 ��,�0�   

 3,164,056	 �,���,���
   

上文的收益資料乃基於客戶的地點分析。

(b)	 非流動資產

本集團所有重要的營運資產均位於中國大陸。因此並無呈列分部資產的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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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為所售貨物的淨發票值。有關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
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銷售貨物 3,164,056	 �,���,���
   

其他收入及收益
租金收益 58	 �0
銀行利息收益 17,976	 �,�0�
政府補貼* 36,239	 ��,�0�
銷售廢料 4,159	 �,���
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	 ���
匯兌收益，淨額 7,642	 –
其他 4,804	 �,0��   

 70,878	 ��,���
   

* 各種政府補貼乃指地方財政部門給予本集團的現金款項及補貼，以鼓勵投資及技術創
新。概無有關該補貼的未獲達成條件或或然事項。



- � -

5.	 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以下項目后計算：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所售存貨成本 2,232,196	 �,��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酬及工資 381,192	 ���,��0
 績效掛鉤花紅 1,689	 ���
 以權益結算購股權開支 11,546	 �,��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9,759	 �,���   

 434,186	 ���,���   

研發成本 66,730	 ��,�0�
交易性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變動損失* 218	 –
核數師酬金 2,092	 �,���
股份發售及上市之交易開支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1,887	 ��,�00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425	 �,���
無形資產攤銷** 469	 ���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減值 (1,386	) �,���
經營租賃下的最低租賃付款 7,007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7,642	) �,���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收益） 5,611	 (�� )
   

* 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損失包含在綜合全面收益表中的「其他開支」。

** 無形資產攤銷包含在綜合全面收益表中「行政開支」。

6.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貸利息 41,872  ��,���
貼現票據產生的利息 4,090  �,���   

 45,962  ��,�0�
減：已資本化利息 (16,834	) –   

 29,1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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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在所在及經營的司法管轄區按實體基準產生的溢利繳付所得
稅。

於本年度主要的企業所得稅支出╱抵免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
即期稅項－中國 37,872	 ��,���
即期稅項－香港 5,396	 ���
即期稅項－新加坡 3,784	 –
即期稅項－美國 410	 –
遞延稅項 (2,816	) (��� )   

年內稅項開支總額 44,646	 ��,��0
   

適用於稅前溢利的所得稅開支按本公司及其大部分附屬公司註冊所在國家（即中國）的法定
稅率與按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的對賬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前溢利 328,266	 ���,��0   

本集團的適用稅率 25%	 ��%

按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 82,067	 ��,��0
若干附屬公司的稅務優惠 (45,898	) (��,��� )
毋須課稅收益 (4,188	) (��� )
不可扣稅開支 9,979	 �,�0�
未確認稅項虧損 2,686  –
其他 –	 (��0 )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 44,646	 ��,��0
   

8.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期－每股�.�港仙（二零一零年：無） 35,953	 –
末期－每股�.�港仙（二零一零年：無） 21,332	 –   

 57,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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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派本年度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本公司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當時的股東派付的股息約為人
民幣���,���,000元。

9.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年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000股（二零一零年：�,0��,���,��0股）股份為基準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基準計算。計算所用的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指年內已發行股份數目（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者相同），以及假設於視為零代
價行使全部具攤薄潛力普通股並兌換為普通股時應予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依據如下：

盈利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
 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283,620	 ���,��0
   

股份	 股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33,334,000		 �,0��,���,��0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24,899,484	 ��,���,�00   

 1,358,233,484		 �,0��,�0�,��0
   

10.	 存貨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料 129,895	 ���,��0
在製品 633,800	 ���,���
製成品 227,267	 ���,���   

 990,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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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789,445	 ���,���
應收票據 36,569  ��,���
減：減值撥備 (7,780	) (�,��0 )   

 818,234	 ���,���

減：非即期部分 (14,115	) (��,��� )   

 804,119	 ���,��0
    

本集團向客戶授予不同的信貸期。各位客戶的信貸期逐一釐定。若干客戶須於交付前或交
付時作出部分付款。本集團尋求對我們未獲償還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並密切監察該
等賬款，以減低信貸風險。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審閱逾期未付的結餘。

下表載列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
票據按發票日（減去撥備）的賬齡分析：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日內 625,468	 ���,0��
��至��0日 147,822	 ��,���
���至���日 29,441	 ��,���
�至�年 11,148	 ��,���
�年以上 4,355	 �,���   

 818,234	 ���,���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的變動載列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9,350	 �,��0
確認減值虧損 3,305	 �,���
作為未能收回款項撇銷的金額 (184	) (�,��� )
撥回減值虧損 (4,691	) (��� )   

於年末 7,7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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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撥備與陷於財困的個別客戶有關，故該等應收款項預期不可收
回，並已作出全額撥備。應收票據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0日內到期。

不被認為會出現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不逾期也不減值 813,879	 ���,0��
逾期超過一年但不減值 4,355	 �,���   

 818,234	 ���,���
    

未逾期亦未減值的應收款項涉及無近期違約記錄的多名客戶。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乃與多名與本集團有良好交易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由於信貸
質素並無重大變動及結餘仍被認為可以完全收回，根據過往經驗，董事相信並無必要就該
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抵押作為本集團所獲計息銀行貸款擔保之貿易應收款
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為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百萬
元）。

12.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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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付款項 130,419	 ���,�00  –	 –
預付土地租賃款 1,338	 ���  –	 –
應收利息 9,094	 �,���  9,094	 –
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583	 �,���  –	 �,���       

 159,434	 ���,00�  9,094	 �,���
        

上述資產並無逾期或減值。上述結餘所包括的金融資產與並無最近拖欠記綠的應收款項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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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已抵押存款

	 本集團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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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0,185	 �00,���  249		 ���
定期存款 622,177	 ���,0��  622,177		 ���,0��       

 742,362	 ���,0��  622,426		 ���,�0�
       

減：已就計息銀行借貸抵押 (591,377	) (�,��� ) (591,377	)	 –
  已就應付票據抵押 (16,608	) (��,0�� ) –		 –
  已就信用證抵押 (32,506	) (�,0�0 ) –		 –
  超過�個月的定期存款 (28,500	) (���,0�� ) (28,500	)	 (���,0�� )       

 (668,991	) (���,��� ) (619,877	)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3,371	 ���,���  2,549	 ��,���
       

以人民幣計值 726,065	 �0�,���  622,230		 ���,���
以美元計值 10,833	 �0,���  13		 –
以港幣計值 1,778  ��,���  183		 ��
以歐元計值 3,104	 �,���  –		 –
以新加坡元計值 582	 ���  –		 –       

 742,362	 ���,0��  622,426		 ���,�0�
       

14.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216,174	 �00,���
應付票據 331,685  ���,0��   

 547,8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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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日內 329,703	 ���,0��
��至��0日 195,765	 ��,0��
���至���日 14,247	 ��,���
�至�年 1,893	 �,���
�至�年 955	 ���
超過�年 5,296  �,���   

 547,859  ���,��0
    

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應付款項 46,508	 ��,���
客戶預付款 63,156	 ��,���
應計開支 23,640	 ��,���
應計工資 25,696	 ��,���
遞延政府補貼 28,787	 ��,���
社會保險及退休福利撥備 48,242	 ��,�0�
其他應付款項 10,615	 �,��0   

 246,6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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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計息銀行借貸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到期  人民幣千元   到期  人民幣千元

即期
計息銀行借貸，有抵押 二零一二年  689,932	 二零一一年  ���,���
計息銀行借貸，無抵押   –	 二零一一年  ��,���
有抵押銀行墊款，有抵押 二零一二年  51,003	 二零一一年  �,���       

   740,935	   ���,���       

非即期
計息銀行借貸，有抵押 二零一三年  330,691	   –       

   330,691	   –       

總計   1,071,626	   ���,���
        

以人民幣計值   512,878	   ���,���
以美元計值   371,498	   �0,���
以港幣計值   187,250	   –       

   1,071,626	   ���,���
        

年利率：   1.00%至7.90%		 		 �.��%至�.��%

	 本公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到期	 人民幣千元   到期  人民幣千元

即期
計息銀行借貸，有抵押 二零一二年  203,441	   –       

非即期
計息銀行借貸，有抵押 二零一三年  330,691	   –       

總計   534,132	   –
        

以美元計值   354,178	   –
以港幣計值   179,954	   –       

   534,132	   –
        

年利率：   1.00%至1.75%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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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有抵押銀行借貸以下述項目作抵押或擔保：

(i) 為銀行借貸作抵押的總價值人民幣��0.�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百萬元）的本集團資產於附註��披露。

(ii) 本集團內公司簽訂的相互擔保。

結餘分析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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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償還的銀行貸款及墊款：
一年內 	 740,935	 ���,���  203,441  –
第二年 	 330,691	 –  330,691	 –       

	 1,071,626	 ���,���  534,132	 –
        

17.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批准及採納
一項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以激勵及回報若干對本公司貢獻良多且
持續為本公司利益作出努力的人士，以及使本集團得以招攬及挽留優秀人才。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有條件向���名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認購合共��,��0,000股
股份（即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約�.�%，假設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項下授出之購
股權及購股權計劃項下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未獲行使），代價為每接納根據首次公開發售
前購股權計劃項下購股權的一份要約支付購股權價人民幣�.00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
計劃項下每股股份之認購價介乎0.�港元至�.0港元。不會再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授出任何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批准及採納另
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以激勵及回報若干對本公司貢獻良多及持續為本公司利
益作出努力的人士，以及董事會可能不時批准之任何其他目的。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購股權計劃項下已授出合共��,�00,000份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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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資產抵押

二零一一年	 預付		 物業、廠房		 		 貿易應收款項
十二月三十一日	 土地租賃款		 及設備		 已抵押存款		 及應收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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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息銀行借貸 10,696		 292,762		 591,377		 75,582		 970,417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		 –		 16,608		 –		 16,608
發出信用證的訂金 –		 –		 32,506		 –		 32,506         

總計 10,696		 292,762		 640,491		 75,582		 1,019,531
	 		 		 		 		

二零一零年 預付  物業、廠房    貿易應收款項
十二月三十一日 土地租賃款  及設備  已抵押存款  及應收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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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息銀行借貸 �,���  ���,��0  �,���  �,���  ���,���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0��  –  ��,0��  –  ��,��0
發出信用證的訂金 –  –  �,0�0  –  �,0�0         

總計 �,�0�  ���,��0  ��,���  �,���  ���,���
	 		 		 		 		

19.	 經營租賃安排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出租若干員工宿舍及辦公室物業，經磋商的租賃期間介乎�
年至�0年。租約一般訂明租戶須支付保證金及根據當時市況定期對租金作出調整。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不可註銷經營租賃於下列到期間的未來最
低租賃應收款項總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 43	 ��
第�年至第�年，包括首尾兩年 146	 ���
於�年後 58	 �0   

 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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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用若干辦公室物業及辦公室設備。辦公室物業的經磋商租
賃期間介乎�至�年，至於辦公室設備則介乎�至�年。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不可註銷經營租賃於下列到期間的未來最
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 5,913	 �,�0�
第�年至第�年，包括首尾兩年 1,086	 �,���
於�年後 –	 –   

 6,999	 ��,���
    

20.	 承諾

於報告期結束時，本集團及本公司有以下資本承諾：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土地及樓宇 74,582	 �0�,���
 廠房及機器 70,678	 ��,�0�   
 145,260  ���,���
應付注資：
 聯營公司投資 17,712	 �,���
 附屬公司投資 –	 �0,000   

 17,712  ��,���

 162,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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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中國領先的鉛酸蓄電池企業，主要從事鉛酸蓄電池的銷售、開發及製造。本集
團銷售的鉛酸蓄電池產品超過�,000種，容量介乎0.���安時至�,0��安時。在眾多中國電
池企業中，本集團是提供最廣泛的鉛酸電池系列產品的電池企業之一。二零一一年世界
各地受到了日本地震及歐債等危機衝擊，世界經濟受到一定的影響，但伴隨著中國高速
的城市化及工業自動化的發展方向，國外訂單加速轉移給我們，各類鉛酸蓄電池需求仍
快速增長，本集團在中國、美國、歐盟及亞洲其他地區的銷售都有增長。因此外部經濟
環境對本集團生產的鉛酸蓄電池的需求並未受到影響。

鉛酸蓄電池的市場細分為備用電池、起動電池及動力電池三個領域，本集團憑藉在市場
的領先地位，繼續加強各類鉛酸蓄電池的產銷能力。同時國家環保部門於年內重新審視
鉛酸蓄電池廠房生產設備，加強對鉛酸蓄電池製造業的規管，令行業進一步整頓，加劇
了鉛酸蓄電池供不應求的情況。本集團憑藉自身優勢及市場的龍頭地位，增加了對鉛酸
蓄電池的銷售，使業績於年內持續增長，本集團在三個細分市場都已分別成為全國的領
軍者之一。本集團在備用電池、起動電池及動力電池三個鉛酸蓄電池分類的經營情況如
下：

備用電池：

備用電池產品根據應用主要再細分為不間斷電源系統（「UPS」）、電信通訊、其他消費類
及可再生能源四個市場。備用電池為本集團收益的主要來源，本集團的備用電池銷售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內」）取得大幅增長，本集團期內錄得銷售
金額為人民幣�,���.�百萬元，增幅達��.�%。本集團在UPS領域的銷售大幅增加，這主
要是因為本集團取代國外電池製造商，使該些訂單轉移給我們，本集團現在為國內外主
要UPS製造商提供產品。本集團在電信領域的銷售份額持續擴大，使本集團在電信營運
商沒有大幅增加投資的情況下仍取得可觀的增幅。其他消費類領域的銷售於期內持續增
加，這主要因為國內外電子消費品製造商將訂單轉移給本集團。本集團的可再生能源電
池的銷售因太陽能風能發電等新能源應用在世界各地被廣泛推廣應用而大幅增加，本集
團預計上述這種趨勢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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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動電池：

起動電池主要用於汽車及摩托車的起動。本集團的起動電池銷售在期內取得大幅增長，
銷售額為人民幣���.�百萬元，增幅達���.�%。本集團產品的品質及價值已被國內外汽車
和摩托車製造商認同，因此國內外製造商將訂單轉移給本集團。其中，本集團在期內已
成為國內主要的摩托車電池供應企業，並且在汽車電池方面的銷售也大幅增加，本集團
預計這種趨勢會持續。

動力電池：

動力電池主要是為電動車（包括叉車、高爾夫球車、電動自行車）及其他便攜式設備等提
供動力。本集團的銷售在期內取得大幅增長，本集團期內錄得銷售額為人民幣���.0百萬
元，增幅達��0.�%。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進行動力電池生產線量產。各國政府加大綠色
能源的投資，令叉車、高爾夫球車及電池自行車的應用增加，使客戶對這類動力電池的
需求大幅增加，本集團預計這種趨勢會持續。

銷售網絡

本集團在全球�00多個國家和地區已建立銷售網絡銷售本集團的電池。本集團在中國的銷
售總部設在北京，並已在全國設有��個銷售中心。本集團的國際銷售總部設在深圳，另
在美國、歐盟及新加坡設有六個國際銷售及營運中心。目前，本集團有超過�00名銷售人
員及售後服務人員，並已與��個其他國家的分銷商建立關係。本集團會繼續擴建銷售隊
伍及銷售網絡，以支援本集團的備用電池、起動電池及動力電池的銷售、配送及售後工
作。

研發及新產品開發

本集團是中國研發鉛酸蓄電池技術的領導者。本集團的電池研發團隊包括超過�00名研究
人員及技術人員。而本集團與國際及國內電池專家及電池研究機構緊密合作以開發新技
術，為支持本集團的研發工作，本集團擁有兩間現代化的研究中心，具備先進設備以配
合本集團的研發人力資源。目前，本集團持有���項專利，另有���項專利技術正在申請
中。本集團基本上已掌握及應用了世界上大部分的鉛酸蓄電池技術。本集團強大的研發
能力使本集團通過採用大部份關鍵的鉛酸蓄電池技術以生產廣泛系列的電池產品，現已
生產出超過�,000種不同類型及使用不同應用技術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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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基地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經營五個中國全資生產基地和一個馬來西亞合資
生產營運基地，生產基地面積合共約為��萬平方米，其中��萬平方米的生產基地於二零
一零年十一月上市後開工建設。目前，該等新建生產基地的基建工程已基本完工，並正
按計劃安裝生產設備，部份已安裝及開始試產。本集團的產能己由上市時的�.�百萬千伏
安時增至�.�百萬千伏安時。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底的生產線數量有��條，期內本集團已
增加了��條至共��0條。本集團仍會積極尋求建設新的生產營運基地，以進一步加強其生
產及製造能力。

鉛價格走勢

鉛為鉛酸蓄電池的主要原材料以及本集團生產電池的主要成本。根據上海有色網（有色金
屬市場資訊服務提供商）的資料，鉛價在年內的變動表現穩定。國內平均鉛價從二零一
零年的每噸人民幣��,�0�元略微上升至二零一一年的每噸人民幣��,���元，增幅大約為
�.�%。為應對潛在的鉛價波動風險，本集團基本上透過價格聯動機制將原材料價格的浮
動轉嫁至客戶，抵消了相關的風險。本集團亦將採購原材料中央化，讓其可就大量採購
合約進行有利磋商及降低原材料成本。

部份廠房暫停生產

本集團旗下從事鉛酸蓄電池組裝生產的附屬公司深圳理士奧電源技術有限公司，以及東
莞市理士奧電源技術有限公司，已暫停生產以進行自查工作。其中東莞市理士奧電池技
術有限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八日正式複產。

未來前景

電池的作用是為設備提供電力，是大部分高新設備的必要的零部件，這些設備包括電腦
網絡資料中心裡的UPS、汽車、摩托車、電信基站、火車、地鐵、太陽能風能發電站、
變電站、電動車、電梯、後備燈及醫療設備等，因此，電池是現代化社會的必須品。因
此本集團預見在中國產業升級及國外產業轉移、中國城市化建設及收入的提高、中國電
池企業的產業整合和綠色能源產業被各國政府支持使應用更加廣泛等前提下，中國鉛酸
蓄電池市場會持續增長。而鉛酸蓄電池因高性價比及可靠的安全性使鉛酸蓄電池的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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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及商業應用在可見的未來是無可替代的。本集團預計鉛酸蓄電池在備用電池、起動
電池及動力電池三大領域會持續大幅增長。為了緊抓這些市場機遇，本集團對鉛酸蓄電
池的三大應用領域進行如下戰略佈置：

備用電池：

中國正處於產業升級的進程中，消費及高科技產業正取代低端產業，使備用電池需求持
續增加，本集團的產銷能力也不斷提升，國內外客戶紛紛將訂單轉移至本集團，使本集
團進一步加強現在的備用電池市場領導者的地位。在備用電池主要應用的四個領域：
UPS、電信通訊、其他消費類及可再生能源產業，本集團認為四個領域都會持續增長。
本集團的產品已經通過多家國內外優質UPS製造商的測試，預計期後本集團將錄得更多
優質客戶的訂單，並隨之帶動大量的售後市場訂單。本集團將持續向電信電池客戶提供
高質量的產品及優質的服務，使本集團在電信電池市場的銷售份額持續擴大，同時中
國製造產品突顯其競爭力，使世界電池消費品生產商加大對中國生產的消費類電池的需
求，本集團為世界主要消費品電池供應企業，因此將全力滿足該類產品的市場。可再生
能源電池的銷售會因太陽能風能及綠色能源產業被推廣應用而大幅增加，本集團會全力
爭取該市場份額，保持中國備用電池市場領導者的地位。

起動電池：

中國正處在城市化進程中，城市人口在二零一一年歷史性的第一次超過農村人口，預計
城市化進程會進一步加快。城市化率越來越高，使國內的交通工具需求量進一步增加。
中國汽車二零一一年產銷已達世界第一，直至到二零二零年會有持續的增長，這將會更
進一步帶動起動電池的需求。本集團已加大對起動電池生產的投入，使本集團成為中國
汽車電池市場的主要供應商之一，預期起動電池將為本集團業績持續增長做出貢獻，同
時會使本集團成為中國起動電池的市場領導者之一。

動力電池：

電池作為動力使用一直被各國政府所重視及推動的方向之一。中國也大力支持對該產業
的發展，現在動力電池在電動車包括電動自行車、低速電動車、叉車被廣泛推廣及應
用。中國政府已將綠色能源交通工具納入國家規劃，帶動對動力電池的需求。本集團將
加速產銷能力，提供更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持續滿足快速增長的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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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
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產
品的銷量增加所致。

就產品類別而言，來自備用電池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
幣�,���.�百萬元上升��.�%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百
萬元；起動電池的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百萬元上
升���.�%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百萬元；動力電池的收
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百萬元上升��0.�%至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0百萬元。以下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收益明細︰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百分比		 增長率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備用電池 2,578,549		 81.5%		 37.1%  �,���,���  ��.�%
起動電池 375,190		 11.9%		 155.7%  ���,��0  �.�%
動力電池 177,973		 5.6%		 570.6%  ��,���  �.�%
其他 32,344		 1.0%		 (48.0%	) ��,���  �.�%         

合計 3,164,056		 100%		 49.5%  �,���,���  �00%
         

就地域而言，本集團客戶主要位於中國大陸、美國、歐盟及其他亞洲國家╱地區。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在中國大陸的銷售收益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百萬元大幅上升��.�%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的�,���.�百萬元，佔總收益的��.0%（二零一零年：��.�%）。本集團於中國大陸銷售增
加，使該市場的收益比例由��.�%增加到��.0%，而美國、歐盟及其他亞洲國家地區的比
例相對下降。以下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
益按地域劃分的收益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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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增長率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中國大陸 1,552,594	 49.0%	 76.8%	 ���,��� ��.�%
美國 489,453	 15.5%	 42.3%	 ���,��� ��.�%
歐盟 522,283	 16.5%	 27.6% �0�,��� ��.�%
其他亞洲國家╱地區 486,044	 15.4%	 21.7% ���,��� ��.�%
其他國家 113,682	 3.6%	 31.9% ��,�0� �.�%     

合計 3,164,056	 100%	 49.5%	 �,���,��� �00%
     

銷售成本

因銷量增加，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
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0.�百萬元。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百萬元增加��.�%
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百萬元。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降低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0.�%。整體毛利率降低主要是由於部分新產能投入使用後，現在正在試產，因此規模效
應未顯現，固定成本未能被銷售攤薄。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上升���.�%，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百萬
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0.�百萬元，主要是地方政府對
本集團在經營及科研成果的獎勵及利息收入增加。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百萬元增
加��.0%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銷
售擴充後有關的貨運及運營成本上升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百萬元增加
�0.�%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
為強化本集團管理導致運營成本增加所致。



- �� -

其他開支

本集團的其他經營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0.�百萬元增加
���.�%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百萬元，主要是研發支出增
加。

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百萬元增加��.�%
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百萬元，主要由於銀行借貸增加及
利率增加所致。

稅前溢利

因著上述因素，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稅前溢利為人民
幣���.�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
�.�%。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百萬元，主要是本集團溢利增加所致。

本年度溢利

因著上述因素，本集團的本年度溢利上升�0.�%，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百萬元。

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淨值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百萬元)。本集團流動資產主要包括存貨、貿易應收款項
及應收票據、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本集團流動負債主
要包括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計息銀行借貸。

存貨

存貨構成本集團流動資產的其中一個主要部分。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持有人民幣���.0百萬元的存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百萬元）。存貨
金額增加主要是因為生產線增加使在產品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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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a)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主要與已售給客戶貨品的應收款項有關。於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人民幣�0�.�百萬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百萬元）。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增加主
要由於銷量增加所致。

(b)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主要就購買原材料作預付款項及訂金，而當中大部分與購買新生產設備有
關。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人民
幣���.�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百萬元）。預付款項、訂
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主要因為本集團二零一零年為新工廠的產能擴張購買大量設
備，而支付了預付款。二零一一年部分設備已經付運，因此預付款項金額相對減
少。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主要與本集團購買生產過程需要的原材料有關。於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為人民幣���.�百萬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百萬元）。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本集團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主要包括支付與建設及裝修生產設施有關的開支、就運
輸費用作出的付款、部分國際客戶向本集團預付的付運費用，遞延政府補貼，以及僱員
和員工的工資和福利。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
用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百萬元）。

資本開支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內，本集團已投資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百萬元）於新生產設施的在建工程及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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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銀行借貸人民幣�,0��.�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百萬元），其中人民幣��0.�百萬元為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人民幣��0.�百萬元為計息及一年以上償還。本集團的借貸以人民幣、港幣及美元計值。

本集團的銀行借貸增加是因為本集團利用海外較低利率融資去支持國內的資產建購所
致。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無）。

匯兌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營運其主要業務並以人民幣作交易。就中國境外的其他公司，其主要
業務則使用美元作交易。然而，由於本集團的收益以人民幣計值，故將有關開支付款的
收益兌換為外匯須受中國有關貨幣兌換的監管限制管限。人民幣兌美元及其他貨幣的價
值可能會波動，並受（其中包括）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條件變動所影響。本集團的產品銷售
採用價格聯動機制，銷售款的滙率波動風險基本轉到客戶，但本集團的外幣應收賬款於
賬期內可能存在風險。因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匯兌風險，故本集團並沒有作出任何
對沖交易以管理潛在外匯波動風險。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位僱員。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包括薪酬及工資、獎金、以權益結算購股權開支
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為合計人民幣���.�百萬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人民幣���.�百萬元）。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勞資糾紛導致對本集團的正常業務營運的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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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末期股息及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出席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週年股東大會」）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
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
間將不會為本公司股份進行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股東應確保所有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文件不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
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
��樓����-����號舖，以辦理登記手續。

董事會已議決，建議向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未期股息
每股�.�港仙。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暫
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預計建議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派付。派付股息須在
預期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經由股東批准。為符合獲派
建議股息資格，股東須不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將股票連同過戶文
件送交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號合和中心��樓����-����號舖，以辦理登記手續。

遵守上市規則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經作出具體查詢
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除下文所披露者外，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買賣的規定準則。

由於無心之失，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即刊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半年度業績之日），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採納之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向各
合資格參與者（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安文彬先生、曹亦雄先生及劉陽生先生）授出購
股權，而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導致有關董事違反上市規則附錄�0第A�(a)(ii)
條的規定。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二日撤回所授出購股權。董事會將全力防止類
似事件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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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務求維護股東利益及提升企業價值。董事會認為，
除以下偏離外，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列明的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

此守則條文規定，主席（負責管理董事會）及行政總裁（負責管理上市發行人業務的日常運
作）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董李先生現時同時出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
總裁之職位。由於董李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於電池工業有豐富經驗，故董事會認為由董
李先生身兼兩職能為本集團帶來最大利益，為董事會及本集團業務發展提供持續有效的管
理。

守則條文第A.5.4條

該項守則條文規定，董事須根據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標準守則履行彼等之責任。有關遵
守標準守則之詳情，請參閱上文「遵守上市規則的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曹亦雄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劉陽生先生及安文彬
先生組成，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與本
公司管理層及核數師討論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
宜。

購買、出售或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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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年度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載有根據上市規則所規定的資料，將
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leoch.com)。

致謝

董事會謹此對本集團的股東、客戶、供應商及員工一直以來對本集團的鼎力支持，致以
由衷謝意。

承董事會命
理士國際技術有限公司

主席
董李先生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董李先生、趙歡女士及Philip Armstrong Noznesky先生；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安文彬先生、劉陽生先生及曹亦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