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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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HAITI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82）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減少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銷售額 3,179.1 3,709.9 (14.3)
毛利 946.1 1,113.3 (15.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 485.7 600.9 (19.2)
每股基本盈利（以每股
人民幣列示） 0.30 0.38 (19.2)

每股股息
（以每股港元列示）
擬派中期股息 0.12 0.16 (25.0)

• 業務在嚴峻環境中仍表現穩定，錄得銷售額人民幣3,179.1百萬元，較二
零一一年上半年及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分別減少14.3%及4.2%

• 毛利率維持在 29.8%（二零一一年：30.0%）

• 維持穩定純利率並錄得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485.7百萬元，較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及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分別減少19.2%及3.4%

•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 0.30元

• 董事會擬派中期股息每股 12.0港仙

• 經營現金流量持續改善，淨現金狀況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人民幣1,775.4百萬元上升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2,208.0百萬
元

• 新一代注塑機已準備就緒，可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全面推向市場，以進
一步加強本集團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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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海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合
併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合併利潤表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銷售額 4 3,179,078 3,709,873
銷售成本 (2,233,015) (2,596,585)  

毛利 946,063 1,113,288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71,290) (291,058)
一般及行政開支 (150,117) (131,471)
其他收入 39,133 18,168
其他虧損淨額 (738) (1,007)  

經營利潤 5 563,051 707,920
融資收入 6 34,165 18,040
融資成本 6 (9,081) (3,324)
銀行借貸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6 (1,339) 7,079  

融資收入淨額 6 23,745 21,79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708 660  

除所得稅前利潤 587,504 730,375
所得稅開支 7 (101,838) (129,439)  

期間利潤 485,666 600,93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85,666 600,936  

股息 8 156,736 209,553  

期間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的
每股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基本 9 0.30 0.38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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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期間利潤 485,666 600,936

期間其他綜合收益：
貨幣換算差額 (1,763) 3,148  

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483,903 604,084  

以下人士應佔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83,903 60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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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45,342 248,02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02,371 1,430,281

無形資產 350 1,40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4,653 4,435

遞延收入所得稅資產 31,249 30,384

其他應收款項 19,408 21,364  

1,803,373 1,735,889  

流動資產
存貨 1,555,945 1,451,713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2,053,867 2,052,70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86,557 263,757

受限制銀行存款 872,777 638,62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264,256 1,741,067  

7,033,402 6,147,866  

資產總值 8,836,775 7,883,755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160,510 160,510

儲備 4,828,985 4,520,165  

權益總值 4,989,495 4,68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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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2,188 12,871

遞延所得稅負債 108,637 94,365  

120,825 107,23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3 1,899,447 1,266,423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882,608 1,150,129

即期所得稅負債 15,384 74,991

銀行借貸 929,016 604,301  

3,726,455 3,095,844  

負債總額 3,847,280 3,203,080  

權益及負債總額 8,836,775 7,883,755  

流動資產淨值 3,306,947 3,052,02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110,320 4,787,911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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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儲備 總計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160,510 3,873,703 4,034,213

期間利潤 – 600,936 600,936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 (242,163) (242,163)

貨幣換算差額 – 3,148 3,148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160,510 4,235,624 4,396,134

期間利潤 – 502,692 502,692

二零一一年中期股息 – (209,553) (209,553)

貨幣換算差額 – (8,598) (8,598)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160,510 4,520,165 4,680,675

期間利潤 – 485,666 485,666

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 – (175,083) (175,083)

貨幣換算差額 – (1,763) (1,76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160,510 4,828,985 4,98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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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604,081 588,734  

投資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投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92,592) (291,624)  

融資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融資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1,700 (306,25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523,189 (9,14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741,067 2,016,748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264,256 2,00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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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1. 一般資料

海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三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二十二
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法例三，經合併及修訂）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
板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注塑機的製造及銷售業務（「注塑機業務」）。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天富資本有限公司。

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獲批准刊發。

2. 呈列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本財務資料所使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載於該等年度財務報表）貫徹一致。

中期所得稅採用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的稅率累算。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下列準則之修訂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轉讓財務資產」之修訂自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起生效。此修訂將提升報告轉讓交易的透明度，並改善使用者理
解有關轉讓財務資產的風險及該等風險對實體財務狀況的影響，尤其是涉及財務
資產證券化者。如有需要，採納此修訂將須作出額外披露。

(b) 於二零一二年生效但與本集團無關的準則、現有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惡性通脹及為首次採納者移除固定日期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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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下新準則、新詮釋以及準則及詮釋修訂本已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
年度頒佈但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

於當日或之後開始
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呈報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修訂本）

僱員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
抵銷金融負債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地表採礦生產階段的
剝採成本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金融資產
抵銷金融負債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修訂本）

強制生效日期及
過渡性披露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4. 銷售及分部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注塑機及相關產品的銷售額 3,179,078 3,709,873  

本集團主要從事注塑機製造及銷售業務。由於向最高營運決策者作出的內部報告以整個
實體為基準，故本集團僅有一項分部可呈報，故並無提供進一步分部資料。

本集團業務所在地位於中國大陸。來自不同國家境外客戶的銷售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中國大陸 2,139,696 2,703,523

香港及海外國家 1,039,382 1,006,350  

3,179,078 3,70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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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不同國家的非流動資產總值（遞延所得稅資產除外）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非流動資產總值（遞延所得稅項資產除外）
－中國大陸 1,670,471 1,599,858

－香港及海外國家 101,653 105,647

遞延所得稅資產 31,249 30,384  

非流動資產總值 1,803,373 1,735,889  

5. 經營利潤

經營利潤經（計入）╱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折舊及攤銷 57,194 48,912

應付貿易款項減值（撥回撥備）╱撥備 (357) 1,421

存貨撇減撥備╱（撥回撥備） 305 (2,916)

已使用原料及消耗品 2,043,208 2,349,909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268) 1,7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248 186  

6. 融資收入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全額歸還的銀行借貸利息開支 (9,081) (3,324)

借貸的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339) 7,079

融資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4,165 18,040  

融資收入淨額 23,745 21,795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即期所得稅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76,987 98,508

－海外稅項 47 –

遞延稅項 24,804 30,931  

101,838 12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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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舉行的會議上，董事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2.0港仙（相當於每股人
民幣 9.8分）。上述擬派股息尚未於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內反映為應派股息，惟將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反映為分派儲備。

9. 每股盈利

期間每股基本盈利按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約人民幣485,666,000元（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600,936,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1,596,000,000股（二零一一年：
1,596,000,000股）計算。

由於並無任何具攤薄作用的普通股，因此並未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資本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6,757 67,970

收購自一間附屬公司
土地使用權 – 46,965

物業、廠房及設備 – 102,899  

126,757 217,834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大部分與信譽良好之客戶有關。本集團大部分銷售獲分銷商、
中國大陸保險公司作出之信貸安排或銀行發出之信用證保障。本集團授予客戶的信貸期
一般介乎15日至24個月不等。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6個月以內 1,743,253 1,786,105

6個月至1年 195,628 177,208

1年至2年 116,727 101,812

2年以上 37,532 27,212  

2,093,140 2,092,337

減：減值撥備 (39,273) (39,630)  

2,053,867 2,05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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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法定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5,000,000 500,000 502,35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1,596,000 159,600 160,510   

13.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6個月以內 1,890,247 1,265,351

6個月至1年 8,218 255

1年至2年 245 –

2年以上 737 817  

1,899,447 1,266,423  

14.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撥備 179,701 6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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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協議租賃其若干辦公室物業、廠房及設備。該等租賃
具有不同年期及續約權利。

本集團日後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支付的最低租金款項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不超過一年 1,253 958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427 287  

1,680 1,245  

15.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於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撥備的或有負債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就授予客戶的銀行融資額向銀行提供擔保 741,689 9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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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對機械製造行業而言（尤其是中國）可謂充滿挑戰，中國經濟
增長勢頭減弱及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日益惡化，兩者對投資者及消費者情緒構
成沉重打擊。儘管全球經濟活動仍未明朗，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仍錄得營業額人民幣3,179.1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史上最高半年期營業額人民幣 3,709.9百萬元減少14.3%，或較
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減少4.2%。以銷售趨勢來看，本集團注意到銷售額已自二零
一一年十月的低谷逐步回升，並於二零一二年第二季度達至人民幣 1,730百萬
元，與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之水平相若。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 485.7百萬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減
少19.2%，或較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減少3.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 0.3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0.38元）。

國內及出口銷售

下表概述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銷售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
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
二零一一年

下半年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與

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之

比較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與

二零一一年
下半年之

比較

國內銷售 2,085.0 2,638.2 2,216.0 (21.0%) (5.9%)

出口銷售 1,011.4 988.0 1,004.6 2.4% 0.7%

部件 82.7 83.7 97.1 (1.2%) (14.8%)     

總計 3,179.1 3,709.9 3,317.7 (14.3%) (4.2%)     

與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國內經濟過熱情況不同，中國國內經濟增長自二零一一
年第四季度起開始減速，並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持續放緩。機械製造行業整體
亦面對同樣情況，基於國內需求疲弱，國內機械製造商正面對當前營運環境的
不利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銷售額亦無法幸免。然而，受惠於客
戶組合的多樣化，尤其是擁有雄厚財力及審慎擬定資本開支計劃的大型公司
客戶，本集團國內銷售所遭受到的影響遠低於其他同業。雖然本集團的國內銷
售額已自二零一一年十月的低位逐步反彈，本集團國內銷售額仍減少至人民
幣2,085.0百萬元，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歷來最高國內銷售額下降21%，較二零
一一年下半年之國內銷售額下降5.9%，主要由於上半年中國農曆新年期間的
銷售額一貫較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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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若干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仍不明朗及美國經濟出現增長緩慢的跡象對
出口市場構成挑戰，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出口銷售額基本維持穩定。
透過發展新的市場、在海外國家經營組裝設施及強化售前售後服務等鞏固出
口銷售的策略，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錄得穩定出口銷售額人民幣1,011.4

百萬元，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及二零一一年下半年的銷售額分別增長 2.4%及
0.7%。出口銷售佔總銷售額的比例自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27.1%增至二零一二
年的32.7%。

小型及中型至大型噸位注塑機之銷售額

下表概述本集團小型及中型至大型噸位注塑機的銷售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
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
二零一一年

下半年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與

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之

比較

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與

二零一一年
下半年之

比較

小型噸位 1,870.2 2,323.6 2,023.0 (19.5%) (7.6%)

中型至大型噸位 1,226.2 1,302.6 1,197.6 (5.9%) 2.4%

部件 82.7 83.7 97.1 (1.2%) (14.8%)     

總計 3,179.1 3,709.9 3,317.7 (14.3%) (4.2%)     

中型至大型噸位注塑機一般由具備雄厚財務實力及審慎擬定長期資本開支計
劃的中型至大型企業使用。因此，中型至大型噸位機械對市場不景氣及流動資
金緊張的反應通常較低。故此，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中型至大型噸位
注塑機錄得穩定銷售額人民幣1,226.2百萬元，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銷售額下
降5.9%，較二零一一年下半年之銷售額增長2.4%。相反，小型噸位注塑機通常
對宏觀環境變化的反應較大，故小型噸位注塑機的銷售額於二零一二年上半
年減少至人民幣1,870.2百萬元，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及二零一一年下半年之銷
售額分別下降 19.5%及7.6%。

儘管出現上文提及的不利市況及於報告期間整體銷售額下降14.3%，本集團多
項先進技術產品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仍表現出色。Venus系列（全電動注塑機）、
Jupiter系列（兩板式注塑機）及 IA系列（多色注塑機）的銷售額增至人民幣 159.6百
萬元、人民幣169.7百萬元及人民幣 82.9百萬元，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銷售額
分別增長 7.3%、25.5%以及 26.0%。該等系列的卓越銷售表現印證了產品創新的
重要性，並為本集團技術先進的注塑機日後增長鋪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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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本集團展出現有產品線的第二代－「二代」，於2012國際橡塑展(Chinaplas 

2012)展出包括Mars II、Venus II及Jupiter II。由於不斷與客戶跟進並積極進行售前
及售後工作，「二代」對性能及工程學方面作出大幅改進，意味著二代較以往所
有系列更以客為先。本集團秉持提升研發能力的策略，為二代開發出多項專利
新功能。憑藉優化注入裝置、新機械鎖模系統及新軟件以增強應用等新功能，
二代能為客戶帶來更高的精密度、可靠性、速度及性價比，並於2012國際橡塑
展中獲得正面迴響。本集團的二代將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至二零一三年上半
年期間全面推向市場，故即使市況低迷，預期亦有助刺激注塑機的需求上升，
並為本集團此後的長遠增長奠定重要基礎。

前景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銷售表現逐漸走出二零一一年末的低谷。然
而，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尚未明朗，加上美國經濟增長較預期緩慢及中國經濟
增速放緩等不利宏觀經濟因素影響全球經濟及消費信心，將於短期內繼續對
注塑機行業構成挑戰及震蕩。近期全球及中國經濟似乎進一步惡化，本年度餘
下時間的銷售走勢變得更難預測。然而，若干正面跡象顯示中國將逐步放寬信
貸緊縮政策，包括中國人民銀行數次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及利率，歐洲央行採
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挽救歐元。本集團並不預期該等措施可即時推高經濟增長，
預期其正面影響可能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時間才能反映。然而，本集團相信，該
等措施可增強全球投資者及消費者信心，以穩定經濟，防止經濟形勢進一步惡
化。

本集團早已於二零一零年年底順境之時採納下列措施，從策略上積極裝備自
己，足以應對近期的逆境：

• 採納靈活生產計劃，透過加班工作及外包若干生產程序而非過度提高產
能，以應付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的大量訂單。因此，儘管於
報告期間銷售下滑，本集團仍保持穩定的邊際毛利及理想的產能使用率。

• 加速產品創新周期及完成二代的開發，為日後需求恢復時隨即增強本集
團實力及國際市場知名度奠定堅實基礎。

• 為本集團引入精益生產理念以提高經營效率，並透過展開質量保障活動
提升產品質量與客戶服務。本集團可藉著該等措施提高成本優勢、質量及
服務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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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集團國內的分銷商召開特別中期營銷會議，收集市場的最新發展信
息，並從銷售渠道獲得客戶反饋。然後，本集團據此以制定相應的營銷策
略，以應對當前的業務環境。此外，本集團制定的新產品開發計劃，針對
市場需求進一步細分，推出不同行業和層次的專用機型，同時積極探索客
戶的系統集成需求，以適時提供滿足客戶全面需求的高端服務。

• 此外，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強勁，擁有穩健的現金流，現金淨額狀況從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1,775.4百萬元持續增加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的人民幣 2,208.0百萬元。

本集團對主要應付短期內各種挑戰的策略滿懷信心，並對注塑機行業的中長
遠前景抱持樂觀態度。本集團相信注塑機需求將受到持續工業化、個人收入水
平上升、塑料產品產量及消費量增加以及塑料材料於不同領域廣泛應用的因
素帶動，尤其是在大噸位和全電動注塑機。我們會增加我們未來的資源投入並
抓住大噸位和全電動注塑機的增長機會。憑藉本集團的核心優勢，包括享負盛
名的品牌、無與倫比的產品及服務質素、研發能力、高效生產規模、經驗豐富
的管理團隊及強健的財務狀況，本集團相信，我們將繼續於目前的逆境中成為
贏家，為二零一三年和二零一四年的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財務回顧

銷售額

鑑於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尚未明朗，加上美國經濟復蘇緩慢及中國經濟增長
放緩等不利宏觀經濟因素，我們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錄得收入人民幣3,179.1百
萬元，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減少 14.3%。減少主要由於國內銷售額較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減少21.0%至人民幣2,085.0百萬元。反之，通過我們致力加強出口銷售
額的策略，包括開發新市場以及改善售前及售後服務，出口銷售額較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溫和增長 2.4%至人民幣 1,011.4百萬元。

毛利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我們錄得毛利人民幣946.1百萬元，較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減少15.0%。整體毛利率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30.0%微減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
29.8%。為應付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強勁的新增訂單，我們通過超時工作及外判
若干生產工序而非積極增加產能，採取彈性生產計劃。因此，儘管於報告期內
銷售額減少，我們仍可維持穩定的毛利率及理想的產能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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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行政開支

銷售及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人民幣 422.5百萬元微減至二零一二年上
半年人民幣 421.4百萬元，主要由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銷售水平下降導致的銷
售佣金開支及運費減幅被以下原因大幅抵銷：i）開拓出口市場及改善售前及售
後服務使市場推廣開支增加及 ii）持續為下一代產品及其他研發項目付出使研
究及開發開支增加。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為政府補貼，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8.2百萬元增加114.8%

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約人民幣39.1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已
獲授及錄得大部分二零一二年全年的資助。

融資收入淨額

融資收入淨額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1.8百萬元增加8.7%至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人民幣 23.7百萬元，主要由於現金結餘淨額增加。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29.4百萬元減少21.3%至二零一二年
上半年人民幣101.8百萬元。減少主要由於經營利潤減少。我們於二零一二年上
半年的實際稅率維持 17.3%（二零一一年：17.7%）的相若水平。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資本負債比率界定為借貸總額除以股東權益。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的財政狀況穩健，淨現金狀況達人民幣 2,208.0百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775.4百萬元）。因此，並無呈報資本負債比率。

抵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資產（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外匯風險管理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向國際市場出口約 32.7%產品。有關銷售以美元或其他外
幣列值，然而，本集團以美元或其他外幣列值的採購額佔採購總額不足 10%。
本集團購買若干遠期合約或以其他途徑減低外匯風險。此外，於報告期間，本
集團借入美元及港元銀行貸款，以對沖出口銷售產生的美元應收賬款之匯兌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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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授予客戶的融資額向有關銀行提供擔保
人民幣741.7百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01.2百萬元）。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合共約4,700人。大部分僱員位於中國。
我們向僱員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計劃。此外，酌情花紅將根據個人及我們的表
現向員工發放。我們致力在機構中培養學習文化。

建議宣派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建議向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12港元，預期將於二零
一二年九月十九日或之前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資格收取中
期股息，股東最遲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
戶文件及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6號舖）辦理過戶登記
手續。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致力於維持及確保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慣例。董事會著重於維持各董事
在技能上的均衡性、更高透明度及有效問責體系的董事會，以提升股東價值。
董事認為，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生效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月遵守現行上市
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效）之所有適用守則
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於回顧報告期間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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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藉以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
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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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指導有關董事於進行證券交易方面的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
事作出特定查詢，彼等均已確認，報告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
準。

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須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haitian.com)登載。本公司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向股東寄
發，並將於港交所及本公司的網站公佈。

承董事會命
海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靜章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靜章先生、張劍鳴先生、Helmut Helmar Franz

教授、張劍峰先生、張建國先生及陳寧寧女士；非執行董事為胡桂青先生、郭
明光先生及劉劍波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戴國華先生、高訓賢先生、周志
文博士及樓百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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