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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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ANNENG POW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天能動力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19）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營業額增加56.9%至約人民幣3,824,500,000元

• 毛利率由22.5%增加3.3個百分點至25.8%

• 股東應佔溢利上升87.2%至約人民幣376,300,000元

•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87.2%至約人民幣34.4分

中期業績
天能動力國際有限公司（「天能」或「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
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
由本公司之獨立外聘核數師及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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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3,824,540 2,437,602
銷售成本  (2,838,694) (1,889,458)

毛利  985,846 548,144
其他收入 4 43,712 24,401
其他收益和虧損 5 5,324 (6,014)
銷售及分銷成本  (207,908) (94,552)
行政開支  (138,234) (76,220)
研發成本  (119,257) (53,023)
其他營運開支  (27,593) (28,97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73) (110)
融資成本  (67,905) (29,560)

除稅前溢利 6 473,812 284,089
稅項 7 (97,543) (83,069)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歸屬於公司所有者  376,269 201,020

每股盈利 9
　－基本  人民幣34.4分 人民幣18.5分

　－攤薄  人民幣34.0分 人民幣18.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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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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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899,295 1,583,479
　預付租賃款項 10 187,765 102,241
　聯營公司權益  1,286 1,459
　遞延稅項資產 11 54,276 51,054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43,145 27,358

  2,185,767 1,765,591

流動資產
　存貨  1,425,914 1,124,737
　交易性投資 17 104,393 34,611
　應收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242,241 822,166
　預付租賃款項 10 2,323 2,261
　定期存款  160,000 110,0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69,920 166,1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768,371 752,885
　其他金融資產  － 4,500

  3,873,162 3,017,260

流動負債
　應付票據、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913,683 709,98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41 65
　應繳稅項  37,884 83,886
　銀行借貸 14 2,378,497 1,470,391

  3,330,205 2,26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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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542,957 752,93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728,724 2,518,52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 18,877 18,055

  2,709,847 2,500,47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107,696 106,917
　儲備  2,602,151 2,393,557

總權益  2,709,847 2,50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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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規定，以及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適用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亦為本公司之功能
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某些金融工具以公允價值計量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
製。

除下述外，用於編製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會
計政策和方法與公司用於編制截止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報中財務報表的
會計政策和方法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修訂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版）：披露－金融資產的轉讓

•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版）：遞延所得稅：相關資產的收回

在當前中報中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簡明財務報表的數據或披露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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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分析如下：

鉛酸電池產品
　電動自行車電池 3,541,095 2,247,856
　儲能電池 22,383 16,333
　純電動汽車電池（附註） 196,395 111,582
　其他用途電池 – 1,542
鎳氫及鋰電池產品 44,472 31,443
其他 20,195 28,846

 3,824,540 2,437,602

附註： 這類電池主要應用於純電動轎車、電動叉車、電動巡邏車和特種用途電動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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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貼（附註） 31,753 20,347
利息收入 9,984 2,947
其他 1,975 1,107

 43,712 24,401

附註： 政府補貼主要包括相關新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及中國稅務機構為鼓勵在新開發區的若干中國
附屬公司之業務發展的補助約人民幣29,462,000元（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人民幣16,98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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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交易性投資淨利得（虧損 )（註1) 13,277 (4,709)
（撥回）呆壞賬撥備 (1,453) 743
撇銷╱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註2) (5,078) (2,048)
出售存貨之虧損（註2) (1,422) –

 5,324 (6,014)

註釋：

1. 交易性投資淨利得（虧損）包括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交易性投資所獲取的派
息收益約人民幣2,823,000元（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3,320,000
元）。

2.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因某次工廠意外火災，賬面淨值約人民幣
29,532,000元之廠房、物業及设备在扣除應收保險理賠後，報廢約人民幣4,833,000元，約人民
幣1,422,000元之存貨被報廢（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本期另有
賬面淨值約人民幣245,000元（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048,000
元）的廠房、物業及設備因技術落後而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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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993 1,09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0,740 37,699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購股權開支約人民幣10,144,000元（二
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4,130,000元）已被確認在損
益中。有關詳情已列載於附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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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支出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稅項 97,891 53,606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過度 ) (13,947) 8,817

 83,944 62,423
支付預提所得稅 15,999 6,778
遞延稅項（附註11) (2,400) 13,868

 97,543 83,069

除若干中國附屬公司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並在這兩個期間內享受15%的稅率，本
集團的所得稅開支乃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率25%（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25%）：

此中報期間已按照中國子公司將向非中國居民企業預期分派的股息計算預提所得
稅人民幣8,799,000元（截止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5,26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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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宣派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1.60港仙
　（相等於人民幣9.8分） – 105,394
宣派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0.8港仙
　（相等於人民幣16.9分） 186,544 –

 186,544 105,394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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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歸屬於公司所有者 376,269 201,020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93,681,560 1,085,951,756

有關購股權之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 14,138,534 12,030,274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07,820,094 1,097,982,030

於截止二零一一年和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某些尚未行使
之購股權因其行使價格高於這兩個期間本公司股票平均市價，故對本公司每股盈
利不具有攤薄影響。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預付租賃款項之變動
本集團分別支出約人民幣133,287,000元及人民幣261,461,000元（二零一一年一月一
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2,439,000元及人民幣289,160,000元）於中國添
置機器及廠房和在建工程。

於本期間，本集團支出約人民幣86,579,000元於中國追加預付租賃款項（二零一一
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3,365,000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人民幣128,242,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1,310,000元）的建築物和人民幣10,228,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85,000元）的預付租賃款項尚未獲得正式的法定權利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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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遞延稅項
下表列載於本期間及以往期間之主要已確認遞延稅項負債及資產及其變動：

   存貨、
   應收貿易
   賬款及其
 預提 公允價值 他應收款 應計 應計
 稅款 變動 項之撥備 保用費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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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 – 10,016 4,716 19,850 34,582
（扣除）計入損益表 (18,000) (55) 1,958 2,746 11,768 (1,583)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8,000) (55) 11,974 7,462 31,618 32,999
計入（扣除）損益表 7,200 (8,022) 248 1,874 1,100 2,40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800) (8,077) 12,222 9,336 32,718 35,399

以下是為財務報告而作的遞延稅項結餘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遞延稅項資產 54,276 51,054
遞延稅項負債 (18,877) (18,055)

 35,399 3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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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遞延稅項（續）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未動用稅項虧損約人民幣57,011,000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5,496,000元）可作抵銷日後的溢利之用。由於無
法預測日後溢利之來源，故並無就該等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該等未確認虧損
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包括該年）止各個日期屆滿（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
零一六年）。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動用中國附屬公司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以後產生的利
潤來分派股利需要預扣所得稅。本期中國附屬企業共約有人民幣13.45億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56億元）的可分配利潤，由於本集團能夠控制
這些暫時性差異之轉回時間，且這些暫時性差異在可預見的未來很可能不會轉
回，因此未在簡明合併財務報表計提遞延所得稅。

12. 應收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票據 447,965 356,428
應收貿易賬款 477,013 276,987
其他應收款項 59,232 23,533
預付款項 134,208 63,807
應收增值稅 123,823 101,411

 1,242,241 82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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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票據、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下表乃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按收票日計算的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180日 447,965 354,928
181至365日 － 1,500

 447,965 356,428

與客戶之付款條款主要為信貸方式。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45日信貸
期。下表載列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45日 405,319 227,705
46至90日 54,366 17,714
91至180日 8,773 21,802
181至365日 8,555 9,766

 477,013 276,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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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票據、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351,809 273,958
應付票據 50,000 19,13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11,874 416,892

 913,683 709,980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317,153 224,008
91至180日 19,188 31,555
181至365日 11,760 14,834
一至兩年 1,509 1,600
兩年以上 2,199 1,961

 351,809 273,958

應付票據於報告期結束時按出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180日 50,000 1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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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借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 677,394 93,500
無抵押 1,701,103 1,376,891

 2,378,497 1,470,391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貼現應收票據約人民幣148,247,000元
給銀行，銀行對此保留全面追索權。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票據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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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2,000,000,000 212,780

已發行並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083,327,000 106,377
　於行使購權後發行股份（附註a)  6,472,000 540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089,799,000 106,917
　於行使購權後發行股份（附註b)  9,549,000 779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099,348,000 107,696

附註：

(a)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6,472,000份購股權按認購價每股1.22港元行使（相等
於普通股每股約人民幣1.08元），導致本公司發行6,472,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b)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9,549,000份購股權按認購價每股1.22港元行使（相
等於普通股每股約人民幣0.995元），導致本公司發行9,549,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本公司分別在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內所發行
的所有股份均全面享有與當時已發行的股份之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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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購股權
本公司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計劃」）。以下表格列示了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和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在購股權計劃下的購股權之變動。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於期內 於期內 於期內 六月三十日
授予日 可行使期間 行權價 尚未行使 授予 行使 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30.3.2009 30.3.2011–25.2.2017 1.22 22,281,000 – (9,549,000) – 12,732,000
22.11.2011 22.11.2012–21.11.2020 3.18 41,880,000 – – (950,000) 40,930,000

   64,161,000 – (9,549,000) (950,000) 53,662,000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 於期內 於期內 於期內 六月三十日
授予日 可行使期間 行權價 尚未行使 授予 行使 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30.3.2009 30.3.2011–25.2.2017 1.22 29,502,000 – (6,472,000) (270,000) 22,760,000
22.11.2011  22.11.2012–21.11.2020 3.18  44,170,000 – – (1,880,000) 42,290,000

   73,672,000 – (6,472,000) (2,150,000) 65,050,000

於行使購股權前公司收市股價的加權平均值為4.38港元（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4.21港元）。

在購股權計劃下，公司確認授予購股權的相關費用支出約人民幣10,144,000元（二
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14,1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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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交易性投資
該投資是在香港上市的股本證券。

18. 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 418,679 34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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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附屬公司收購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人民幣60,780,000元對價從獨立第三方（與
本集團無任何關聯）收購浙江華億電源有限公司（「浙江華億」）100%股權，以擴張
本集團的生產能力。因本集團目的是通過該交易購買浙江華億的土地和房屋，並
未取得任何業務，故該收購在會計處理上被認定為資產收購。

收購之浙江華億淨資產如下：

 浙江華億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92,385
預付租賃貸款項 18,160
應收款 30,468
銀行結餘及現金 29,075
應付款及預計費用 (109,308)

 60,780

現金支付對價 60,780

收購現金淨流出
支付現金 (60,780)
獲得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29,075

 (3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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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曾與其有關連公司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有關連公司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浙江長興欣欣包裝 購買消耗品 196 89
　有限公司（註）

長興金陵大酒店（註） 酒店開支 2,334 2,201

註： 該等關連公司由對本公司有重大影響的一名董事（其亦為一名主要股東）控制。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3,082 2,516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275 411

 3,357 2,927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酬金乃分別由薪酬委員會及執行董事考慮個人之表現和市
場趨勢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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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比較財務信息

本公司董事將購股權開支從管理費用重分類到其他營運開支，以在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中更好反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活動。上期數字也按
該新方式重述。該重分類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沒
有影響。

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綜合收益表中逐條列示上期改變之影響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管理費用減少 (14,130)
其他營運開支增加 14,130

期內溢利變動 –

22. 期結後事項
在本報告期間後，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本集團附屬公司－天能電池集團有
限公司（「天能電池」）與兩名獨立非關聯人士（「賣方」）訂立投資協議。據此 (i)天能
電池有條件地同意購買而賣方有條件地同意出售安徽中能电源有限公司（「目標公
司」）註冊股本的70%，現金代價為人民幣15,500,000元（「收購事項」）；以及 (ii)天能
電池與賣方同意緊隨完成收購事項後按照７０％及３０％的持股比例，各自向目
標公司註冊股本合共注資人民幣45,000,000元。因此，天能電池與賣方各自分別注
資人民幣31,500,000元及人民幣13,500,000元。

另外，待完成時發出新營業執照之後，天能電池同意向目標公司提供約人民幣
65,600,000元的股東貸款。

收購事項之詳情已列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發出之公告，截至報告
日，該收購事項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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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天能動力國際有限公司（「天能」或「本公司」）及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業務為
生產和銷售動力電池及再生鉛。本集團以自有品牌「天能 (TIANNENG)」銷售的鉛酸動
力電池產品主要應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銷售及分銷之電動自行車、電動摩
托車及電動汽車等。本集團亦生產新能源儲能電池，主要應用於風能、太陽能發電系
統。根據中國輕工業聯合會於二零一二年五月發佈的公告，本集團位列二零一一年度
中國電池行業綜合實力第一名。

營運回顧
作為中國領先的電動自行車動力電池供應商，本集團通過佔領一級市場優質客戶、擴
大二級市場銷售網絡、增加生產能力以及不斷改善營運效率從而主導此行業。

電動自行車產業在中國已經高速發展超過十年的時間，產業的集中度越來越高，二零
一二年本集團市場戰略進一步佔領一級市場優質客戶，積極與電動自行車製造企業建
立戰略夥伴關係，一級市場所產生的銷售收入為人民幣1,217,400,000元，與去年同期
比較增長27.3%，並約佔電動自行車鉛酸動力電池營業額的34.4%，而去年同期約佔
42.5%。

隨著電動自行車市場保有量的增加，形成中國的動力電池二級市場即替換市場需求強
勁，本集團銷售及分銷策略乃繼續聘用獨家分銷商，以進一步擴展此市場。於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共有1,109名獨家分銷商，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52名增
加157名，本集團之銷售及分銷網絡覆蓋中國大部分地區，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二級市場銷售收入為人民幣2,323,600,000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增長
79.9%，並約佔電動自行車鉛酸動力電池營業額的65.6%，而去年同期約佔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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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純電動汽車動力電池業務方面，本集團已跟很多新能源汽車企業建立了戰略合作關
係，並且開始拓展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分銷及售後服務網絡。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實現純電動汽車動力電池銷售約人民幣196,400,000元，與去
年同期比較增長76.0%，佔本集團銷售額的5.1%；而分銷商數量達16家。

在廢舊電池回收業務方面，位於浙江吳山生產基地並以歐洲先進設備為藍圖的廢舊電
池回收工廠已於今年第二季度開始試生產。該項目可年處理15萬噸廢舊電池及生產10
萬噸再生鉛。

在收購合併方面，於二零一二年五月，本集團完成收購一家電池生產企業（浙江華億
電源有限公司）100％權益（詳情請參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9）。該企業靠近本集團
浙江吳山生產基地，因此可為吳山基地帶來協同效應及擴大規模。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中國工信部及環保部聯合公佈了《鉛酸蓄電池行業准入條件》，對
現有及新建鉛酸蓄電池企業的選址、產能、自動化、環保、職安及回收等方面提出更
高要求，進一步規範鉛蓄電池行業，並加速了鉛蓄電池的行業整合。

未來前景
隨著中國政府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居民出行活動範圍增大，電動自行車無論從出行
里程還是舒適度考慮，都是居民首選的最佳個人交通工具；中國電動自行車及相關動
力電池市場後續發展潛力不容忽視。另由於鉛酸電池的技術發展成熟及應用安全度相
當高，預期鉛酸電池將仍穩佔電動自行車電池市場主導地位。

註： 本集團純電動汽車動力電池主要應用於純電動轎車、電動叉車、電動巡邏車和特種用途電動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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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純電動汽車電池行業發展方面，國務院於今年六月二十八日發佈了《節能與新能源
汽車產業發展規劃 (2012－2020年）》，規劃中指出，未來10年將迎來全球汽車產業轉型
升級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國家將加快培育和發展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重點建設動
力電池產業聚集區域，加快培育和發展一批具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動力電池生產企業。
規劃中同時也強調了要加強廢舊電池回收管理。本集團亦留意到在社會上對低速電動
車有不少討論，認為這是價格低廉、適用於城鎮內以及符合國情的新能源汽車，而在
個別省份及地區的新能源汽車企業已開始批量生產低速電動車。本集團將繼續密切關
注低速電動車在中國的發展情況，並積極與新能源汽車企業共同開發更適合國人使用
的低速電動車及電池，為中國純電動汽車的突破性發展作出貢獻。

在廢舊電池回收業務方面，本集團將以打造「動力電池生產及廢舊回收標杆企業」為
目標，並做到全國技術一流、設施一流、人才一流。本集團將以浙江吳山基地回收項
目全面投產為下半年首要任務，另已計劃在河南濮陽基地建立第二個廢舊電池回收工
廠，預計在二零一四年完成建設。

在收購合併方面，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本集團簽訂協議收購一家電池生產企業
（安徽中能電源有限公司）70％權益。該企業靠近本集團安徽界首生產基地，預期收購
完成後可為界首基地帶來協同效應及擴大規模。有關詳情請參閱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
日發出之公告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2。

在《鉛酸蓄電池行業准入條件》出台後，預計將有一批鉛酸電池企業被淘汰，深信這將
成為本集團進一步擴大市場佔有率和鞏固領導地位的好機會。本集團已密切留意行業
整合進展及評估最新的競爭格局，從而訂出最適合本集團的銷售、收購和戰略合作等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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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對電動汽車動力電池、電動自行車動力電池、風能太陽能儲能電池、
鎳氫以及鋰離子電池進行研發、生產和銷售；並積極以自建及兼併的方式擴充電池
產能。本集團將繼續在七大生產基地（浙江長興總部╱浙江煤山╱浙江吳山╱安徽蕪
湖╱安徽界首╱江蘇沭陽╱河南濮陽）進行產能建設與優化。

財務回顧

營業額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3,824,5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56.9%。由
於在回顧期內，政府環保整治拉動了全國鉛酸動力電池行業整合，有一批鉛酸電池企
業被淘汰，電池客戶向大型電池製造商靠攏，帶動本集團主要產品的銷售單價及數量
與去年同期比較均有上升。

毛利
本集團回顧期內的毛利約為人民幣985,8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79.9%，主要原因
是銷量和單位售價增加。本集團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22.5%上升至
25.8%，主要原因是加權平均單位售價增長以及加權平均單位成本下降。

其他收入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43,7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4,4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79.1%，主要是政府財政補助及利
息收入增加導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從去年同期約人民幣94,600,000元增加至約人民幣207,900,000元，主要
由於產品保修費及運輸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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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從去年同期約人民幣76,200,000元增加至約人民幣138,200,000元，主要由於員
工支出及廢舊電池回收業務相關支出增加所致。

研發成本
研發成本增加124.9%，從去年同期約人民幣53,000,000元增加至約人民幣119,300,000
元，主要由於研發材料費用及工資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從去年同期約人民幣29,600,000元增至約人民幣67,900,000元，主要由於銀行
借貸增加所致。

資本結構、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東權益約為人民幣2,709,800,000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500,500,000元）。本集團之資本結構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之權益，包括已發行股本、儲備及累計溢利。

本集團擁有總資產約人民幣6,058,9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4,782,900,000元），約增長人民幣1,276,000,000元或約26.7%。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流動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3,873,2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人民幣3,017,3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政年度增加約
28.4%並佔總資產約63.9%。非流動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2,185,800,000（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765,6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420,200,000元，佔總資產約
36.1%。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總額約為人民幣3,349,100,000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282,400,000元），增長約46.7%。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總值約為人民幣3,330,2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人民幣2,264,3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政年度增長約
47.1%，佔總負債約99.4%。本集團的非流動負債總值約為人民幣18,900,000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8,100,000元），增長約人民幣800,000元，佔總負債
約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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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及定期存
款）約為人民幣1,098,3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029,000,000
元）。本集團之主要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受限制銀行存款及定期存款）約人民幣
25,300,000元以港幣列值。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短期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
2,378,5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470,400,000元）。短期銀行貸
款須於一年內償還。所有銀行貸款按介乎3.59厘至7.87厘之年利率（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年利率3.75厘至8.20厘）計息；並以人民幣及港幣列值，詳情請參閱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附註14。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及銀行借貸以其銀行存款、應收票
據、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作抵押。抵押資產帳面淨值總額約為人民幣
218,660,000（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33,080,000元）。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總銀行借貸相對於總資產
的百分比）約39.26%（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0.74%）。

匯率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業務主要於中國經營，並且買賣主要以人民幣交易，本公司董事（「董事」）
認為本集團之營運現金流及流動資金不存在重大外匯匯率風險；因此沒有作任何對沖
安排。然而，本集團將按業務的發展需求，不時檢討和監察相關的外匯風險，並在適
當時訂立外匯對沖安排。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資本承擔
詳情請參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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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為15,696人。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
年之僱員成本約人民幣296,3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67,900,000元），其中包括基本薪酬及員工福利，例如酌情花紅、醫療及保險計劃、退
休金計劃、失業保險計劃等。本集團向員工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福利。本公司採納用
以激勵員工表現之計劃及一系列員工發展培訓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所持之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除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7所披露外，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重
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9所披露外，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董事收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詳情請參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自財務期間完結後之重要事件
詳情請參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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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董事會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對本集團維持
和提高投資者的信心至為重要。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用
及符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及企業管治守
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條文，惟該等守則條文
第A.2.1條除外。張天任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CEO」），負責管理本集團的業
務。董事會認為，主席及行政總裁由同一人士擔任有利於執行本公司之業務策略及可
儘量提升經營效率。根據現有之董事會架構及業務範圍，董事會認為，並無即時需要
將該等職位分開由兩名人士擔任。但是，董事會將繼續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之效
益，以評估是否需要分開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式及內部
控制系統，以及就委任、續聘及辭任本公司獨立外聘核數師以及相關之薪酬和委任條
款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之管理層以及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審
閱本中期報告，並建議董事會採納。

本報告中所載本公司之中期財務資料並未經審核。然而，其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制，並經由本公司獨立外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
香港審閱專案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本公司亦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及3.10(2)條及委任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一名擁
有財務管理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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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計劃」）乃根據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獲當時股東通過之一
項決議案採納，旨在向獲甄選參與人士提供獎勵或獎賞，表揚彼等為本集團作出之貢
獻。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6。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根據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提議授出合共36,340,000份購股
權。35,310,000份購股權獲接受並於當日授出。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根據該
計劃提供及授予董事及合資格僱員合共44,720,000份購股權。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之購
股權變動詳情如下：

獲授人姓名 購股權授出日期 行使期
購股權
行使價

緊接授予期權
日期前本公司
股份的收市價

緊接行使日期
前本公司

股份的加權
平均收市價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期內授出
購股權數目

期內行使
購股權數目

期內註銷
購股權數目

期內根據
購股權條款或購

股權
計劃失效的
購股權數目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尚未
行使之購股權

數目

購股權
相關股份佔

本公司
股本的股權的
概約百分比

（港元） （港元） （港元）

何祚庥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二 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日

二 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五日

1.22 1.22 4.38 245,000 – (105,000) – – 140,000 0.01%

黃董良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二 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日

二 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五日

1.22 1.22 4.38 245,000 – (105,000) – – 140,000 0.01%

王敬忠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二 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日

二 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五日

1.22 1.22 4.38 245,000 – (105,000) – – 140,000 0.01%

其他合資格參與者 二 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日

二 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日至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五日

1.22 1.22 4.38 21,546,000 – (9,234,000) – – 12,312,000 1.12%

二 零一零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 零一一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至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3.18 3.02 – 41,880,000 – – – (950,000) 40,930,000 3.72%

64,161,000 – (9,549,000) – (950,000) 53,662,000 4.87%

由於在回顧期內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故披露價格規定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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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已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回顧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已上市證券。

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之日，執行董事為張天任先生、張敖根先生、陳敏如先生、張開紅先生、
史伯榮先生及楊連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祚庥先生、黃董良先生及王敬忠先生。

本公佈將會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tianneng.com.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天任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