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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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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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NG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99）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變動 

       

收益         2,763.7    2,805.1  -1.5% 

毛利  568.0  758.1  -25.1%  

毛利率  20.6%  27.0%  -6.4 百分點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49.3  251.1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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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去年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2,763,721 2,805,061 

銷售成本  (2,195,678) (2,046,957) 
  －－－－－－－－－－－－－－ －－－－－－－－－－－－－－ 

毛利  568,043 758,104 

其他收入  37,251 37,066 

政府津貼  462 25,90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76,699) (149,262) 

行政開支  (101,913) (104,648) 

其他收益、虧損及開支 4 (36,787) (122,744) 

融資成本  (57,340) (40,426)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3,843 - 
  －－－－－－－－－－－－－－ －－－－－－－－－－－－－－ 

除稅前溢利  236,860 403,992 

所得稅支出 5 (43,093) (64,912) 

  －－－－－－－－－－－－－－ －－－－－－－－－－－－－－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6 193,767 
====================== 

339,080 
====================== 

 

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非控股權益 

  

 

149,297 
 

44,470 
－－－－－－－－－－－－－－ 

193,767 

 
 

251,123 
 

87,957 
－－－－－－－－－－－－－－ 

339,080 
  ====================== ====================== 

    

每股盈利 8   

基本(人民幣分)  9.79 16.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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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969,539 3,949,266 

預付租賃款項  241,745 244,651 

投資物業 9 124,000 124,000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246,607 242,764 

遞延稅項資產  19,788 15,889 

預付款項  - 4,00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訂金  79,302 45,359 
  －－－－－－－－－－－－－－－－－－－－ －－－－－－－－－－－－－－－－－－－－ 

  4,680,981 4,625,929 
  －－－－－－－－－－－－－－－－－－－－ －－－－－－－－－－－－－－－－－－－－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5,812 5,812 

存貨  563,793 671,540 

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3,508,965 3,466,495 

已抵押銀行存款  79,400 108,320 

銀行結餘及現金  552,932 730,856 
  －－－－－－－－－－－－－－－－－－－－ －－－－－－－－－－－－－－－－－－－－ 

  4,710,902 4,983,023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171,535 1,397,906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48 48 

應付一間關聯公司款項  3,334 2,388 

應付稅項  37,671 58,644 

銀行借款－一年內到期  1,928,000 1,850,000 
  －－－－－－－－－－－－－－－－－－－－ －－－－－－－－－－－－－－－－－－－－ 

  3,140,588 3,308,986 
  －－－－－－－－－－－－－－－－－－－－ －－－－－－－－－－－－－－－－－－－－ 

流動資產淨額  1,570,314 1,674,037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251,295 6,299,966 
    

非流動負債    

政府津貼  10,000 10,000 
  －－－－－－－－－－－－－－－－－－－－ －－－－－－－－－－－－－－－－－－－－ 

資產淨額  6,241,295 6,289,9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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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股本  150,999 150,999 

儲備  4,604,881 4,698,022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755,880 4,849,021 

非控股權益  1,485,415 1,440,945 
  －－－－－－－－－－－－－－－－－－－－ －－－－－－－－－－－－－－－－－－－－ 

權益總額  6,241,295 6,289,9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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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

第 34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適用披露規定而編撰。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法編撰，惟以公平值計量的投資物業則除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

編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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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並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的若干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

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董事作為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定期審閱按產品類別（以子午輪

胎鋼簾線、胎圈鋼絲及切割鋼絲為主）的收益分析。然而，除收益分析外，並無經營業績或其

他個別財務資料可用以評估各類產品的表現。董事審閱本集團整體經營業績，以決定資源分配。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本集團營運屬單一經營及可報告分部，因此並無編

製獨立分部資料。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不包括遞延稅項資產）位於中國。 

 

 

 

 

 

 

 

 

 

 

 

 

 

 



 6 

4.  其他收益、虧損及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呆賬撥備: 應收賬 13,751 800 

應收賬撇銷 1,680 - 

研發開支 19,138 13,55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007) 17,17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225 1,223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的減值虧損（附註 9） - 90,000 

 －－－－－－－－ －－－－－－－ 

 36,787 122,744 

 ============= ============ 

 

5.  所得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本期間 46,992 79,671 

遞延稅項 (3,899) (14,759) 

 －－－－－－－－ －－－－－－－ 

 43,093 64,912 

 ============= ============ 

  

 本期及過往期間的稅務開支乃指中國的所得稅，以集團實體於中國的應課稅收入按當時的稅率

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內均無來自或源自香港的溢利，故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香港利

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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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江蘇興達鋼簾線股份有限公司（｢江蘇興達｣）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

獲中國江蘇省相關稅務機關授予15%的優惠稅率。根據高新技術企業證書，高新技術企業的地位

於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有效。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獲授權發出日，該證書正進行續期流程，而管理層認為或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前續期高新技

術企業的地位，故會繼續獲得該優惠稅率。因此，使用15%的稅率計算遞延稅項。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有關附屬公司未分配盈利的暫時差額而並無就此確認遞延稅項負債的

總額為人民幣3,111,0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908,000,000元）。由於本

集團可控制撥回暫時差額的時間，且該等差額不大可能於可見未來撥回，故並無就該等差額確

認負債。 

 

6.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2,050 171,404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906 2,846 

 ============= =============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 

每股 20 港以 

(二零一一年: 已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末期股息 - 每股 15 港以) 

 

 

 

 

247,227 

============ 

 
 

 

194,181 
============= 

 

報告期內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董事建議不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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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49,297 

 
251,123 

 ============= =============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數目 1,524,777 1,524,777 

 ============= ============= 

 

截至二零一二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尚未發行的潛在普通股。 

 

 

9.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變動 

 

期內，本集團出售賬面值約為人民幣6,123,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

幣12,242,000元）的若干廠房及機械，現金所得款項約為人民幣2,898,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1,019,000元），導致出售虧損人民幣3,225,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2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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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斥資約人民幣228,446,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72,354,000元）用於興建位於中國的生產廠房以及購置其他廠房及設備，以提高生產力。期內，

借款成本約人民幣3,957,000元已在該等賬面值撥充資本（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5,987,000元）。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確認任何減值虧損（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50,000,000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中一間廠房發生火災，減值數額乃基於因損毀

而將替換或重建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賬面值作出估計。管理層已向保險公司提交索賠，

而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就損失收取賠償人民幣60,000,000元。該數額

淨額，即減值虧損扣除已收賠償人民幣90,000,000元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

他收益、虧損及開支賬呈報。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投資物業由本公司董事透過比較附近建築物的市價進行公平

值評估。由於投資物業的公平值並無變動，因此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就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確認估值變動（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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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 120 天的信貸期。 

 

以下為呈報期結算日分別按發票日期及到期日計算的應收賬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

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   

0 至 90 天 1,448,050 1,337,084 

91 至 180 天 376,750 188,887 

181 至 360 天 114,581 71,514 

360 天以上 23,982 24,945 

 －－－－－－－－ －－－－－－－－ 

 1,963,363 1,622,430 

 －－－－－－－－ －－－－－－－－ 

應收票據   

0 至 90 天 559,857 699,357 

91 至 180 天 

181 至 360 天 

400,599 

176,118 

593,191 

236,276 

 －－－－－－－－ －－－－－－－－ 

 1,136,574 1,528,824 

 －－－－－－－－ －－－－－－－－ 

   

預付原材料供應商款項 340,805 267,586 

工字輪 22,421 21,731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扣除呆賬撥備：其他應收款項) 

 

45,802 

 

25,924 

 －－－－－－－－ －－－－－－－－ 

 409,028 315,241 

 －－－－－－－－ －－－－－－－－ 

 3,508,965 3,466,495 

 ============= ============= 

 

本集團按個別情況檢討高賬齡應收賬是否可收回。期內已於長期未償還應收賬中確認呆賬撥備

約人民幣 13,751,000 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8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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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付賬賬齡分析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   

0 至 90 天 324,822 233,020 

91 至 180 天 71,834 134,641 

181 至 360 天 28,281 20,114 

360 天以上 1,506 2,259 

 －－－－－－－－ －－－－－－－－ 

 426,443 390,034 

 －－－－－－－－ －－－－－－－ 

應付票據   

0 至 90 天 150,000 98,560 

91 至 180 天 247,000 451,600 

 －－－－－－－－ －－－－－－－－ 

 397,000 550,160 

 －－－－－－－－ －－－－－－－－ 

   

應付增值稅及其他應付稅金 27,974 27,185 

應計員工成本及養老金 115,319 165,964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129,753 190,757 

應計利息開支 7,023 5,031 

應計電費 48,802 48,583 

其他 19,221 20,192 

 －－－－－－－－ －－－－－－－－ 

 348,092 457,712 

 －－－－－－－－ －－－－－－－－ 

 1,171,535 1,397,906 

 ============= ============= 

 

於呈報期結算日，若干應付票據以本集團的已抵押銀行存款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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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興達」）欣然提呈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收益微跌1.5%至人民幣2,763,700,000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人民

幣2,805,100,000元），毛利及毛利率分別減少至人民幣568,000,000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人民幣

758,100,000元）及20.6%(二零一一年上半年：27.0%)。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按年減少40.5%至人

民幣149,300,000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人民幣251,100,000元）。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9.79分，

同比下跌40.5%。董事會建議不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歐元區債務危機尚未解決，加上全球市場形勢緊張令中國經濟受到壓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放緩，

出口市場亦顯得疲弱，本地子午輪胎鋼簾線行業的營商環境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儘管中國的貨車

用子午輪胎鋼簾線需求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依然疲弱，但本集團在該產品的本地巿場銷售量仍維持

溫和增長。憑藉與多家全球輪胎企業的穩固業務關係，本集團的出口業務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持續

增長，並逐漸成為本集團的重要收益來源。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於回顧期內中國客車生產量達7,600,000輛，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加

7.9%，推動了本地市場的客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銷售量的增長。然而，公路貨運、固定資產投資、

物業發展及基建建設放緩令新貨車銷售及貨車使用率均較去年同期下降，減弱了貨車製造商及售後

市場對貨車輪胎的需求。 

 

業務回顧 

 

作為行業領先的製造商之一，興達擁有穩固的客戶基礎，能夠善用自身的競爭優勢減低經濟衰退所

帶來的負面影響。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總銷售量按年增長7.1%至242,700

噸。子午輪胎鋼簾線的銷售量上升8.0%至206,400噸，而胎圈鋼絲的銷售量則下跌2.5%至32,600噸。

兩種產品分別佔本集團總銷售量的85.1%及13.4%（二零一一年上半年：84.4%及14.7%）。切割鋼絲

的銷售量為3,700噸，佔興達總銷售量的1.5%（二零一一年上半年：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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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主要產品貨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的銷售量上升4.9%至134,900噸，主要受惠於本地巿場維

持溫和增長加上強勁的出口增長。作為本集團第二主打產品，客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的銷售量大幅

上升14.2%至71,500噸，主要由於出口銷售量增長及中國替換市場擴張。期內，貨車及客車用子午

輪胎鋼簾線的銷售量分別佔本集團子午輪胎鋼簾線總銷售量的65.4%及34.6%（二零一一年上半年：

67.3%及32.7%）。 

 

中國一直是本集團的主要市場。作為行內頂尖企業，本集團能夠善用與知名客戶的業務關係，以維

持於本地市場的穩定收益，並佔本集團總銷售量的 80.8%。本集團持續發展海外市場獲得良好回報，

出口銷售量佔本集團總銷售量的百分比增至 19.2%(二零一一年上半年:17.3%)。 

 

受惠於原材料價格下降，本集團的主要原材料盤條成本輕微下降，佔總銷售成本 57.0%（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59.2%），而其他成本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則輕微上升。本集團致力於加強成本控制措施

以減低成本，從而緩解利潤率壓力。 

 

本集團已根據市場需求的轉變調整擴充計劃。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暫停江蘇廠房的產能擴充。山

東廠房的建築工程則以較慢速度進行，預期將於二零一三年投產。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的子午輪胎鋼簾線、切割鋼絲及胎圈鋼絲的年產能分別為 500,000 噸、12,000 噸及 100,000 噸。

整體產能利用率及子午輪胎鋼簾線產能利用率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分別達到 80.6%及 84.0%(二零一

一年上半年: 分別為 74.0%及 76.4%)。 

 

為滿足不同客戶的要求，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共研發 9 種子午輪胎鋼簾線、2 種胎圈鋼絲及 1 種切割

鋼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產品組合包括 171 種子午輪胎鋼簾線、63 種胎圈鋼絲及

9 種切割鋼絲（二零一一年上半年：157 種子午輪胎鋼簾線、55 種胎圈鋼絲及 8 種切割鋼絲）。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收入以產品劃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二年  比重  二零一一年  比重  變動 

    (%)    (%)  (%) 

子午輪胎鋼簾線  2,461.4  89  2,473.4  88  -0.5 

－貨車用  1,659.6  60  1,734.5  62  -4.3 

－客車用  801.8  29  738.9  26  +8.5 

胎圈鋼絲  198.2  7  200.7  7  -1.2 

切割鋼絲  104.1  4  131.0  5  -20.6 

總計  2,763.7  100  2,805.1  1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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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繼續成為本集團的主要產品，並錄得收益人民幣

1,659,600,000元。隨著海外市場擴大及本地市場日益增長，客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錄得收益人民幣

801,800,000元，而胎圈鋼絲及切割鋼絲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198,200,000元及人民幣104,100,000

元。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總收益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805,100,000元輕微下跌

1.5%或人民幣41,400,000元至人民幣2,763,700,000元，下跌主要由於本地市場的價格壓力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子午輪胎鋼簾線產品及切割鋼絲產品平均售價下跌，導致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毛利下

跌 25.1%或人民幣 190,100,000 元至人民幣 568,000,000 元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人民幣

758,100,000 元)。銷售成本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保持穩定。縱使雖然大部份生產成本於二零一二年

錄得溫和增長，盤條價格下跌已大部份抵銷了其他因素所帶來的成本壓力。因此，毛利率下跌至

20.6%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27.0%)。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37,100,000元上升人民幣200,000元或0.5%至回顧期內的人

民幣37,300,000元。主要由於銀行利息收入的增幅超過廢料銷售的減少。 

 

政府津貼 

 

期內的政府津貼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5,900,000元下跌98.1%至人民幣500,000元，主要是

由於地方政府批出的經常性津貼減少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49,300,000元增加人民幣27,400,000元或18.4%至

回顧期內的人民幣176,700,000元。上升主要由於本集團運輸成本因銷售量增加而相應上升，以及出

口銷售增長導致相關的海運成本及儲存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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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及其他收益、虧損及開支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實行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導致多項支出減少，行政開

支較二零一一年同期減少人民幣2,700,000元或2.6%至人民幣101,900,000元。其他收益、虧損及開

支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22,700,000元下跌人民幣85,900,000元或70.0%至二零一二年上

半年的人民幣36,800,000元。其他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並無一次性的物業、廠

房及設備減值虧損以及外匯虧損所致。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人民幣40,400,000元上升人民幣16,900,000元或41.8%至人民幣

57,300,000元。融資成本上升主要由於利率增加及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銀行平均貸款上升所致。 

 

所得稅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所得稅支出為人民幣43,100,000元，有效稅率為18.2%(二零一一年

上半年：人民幣64,900,000元及16.1%)。有效稅率上升主要由於稅率較高的經營附屬公司於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溢利貢獻增加所致。 

 

純利 

 

基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較二零一一年的人民幣

339,100,000元下跌人民幣145,300,000元或42.8%至人民幣193,800,000元。倘不計因二零一一年二

月火災產生的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的減值虧損及非經營活動產生之淨外匯虧損，則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調整後純利較去年同期下跌人民幣231,400,000元或54.4%至

人民幣193,800,000元。 

 

報告溢利及基本溢利之差額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193,767 339,080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的減值虧損 

（除稅淨額影響）（附註） 

 

- 

 

76,500  

非經營活動產生的淨外匯虧損 - 9,635 

期內基本溢利 193,767 42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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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期內基本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49,297 313,956 

非控股權益 44,470 111,259 

 193,767 425,215 

 

附註：在二零一一年二月，本集團第八號廠房發生火災，導致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損壞錄得

約人民幣150,000,000元。由於有關已損壞的資產獲保單賠償，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已收到約人

民幣60,000,000元，使虧損由人民幣150,000,000元減至人民幣90,000,000元。就物業、廠房及設備

確認的減值虧損已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取得保險公司的賠償後獲撥回。「報告溢利及應佔基本溢利

之差額對賬」所顯示之虧損已因遞延稅項而調整。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及資本結構 

 

期內，本集團的融資及財務政策並無改變。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主要來自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流量，

而現金主要用於償還購買廠房和機器設備的承諾金額及支付股息。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包括銀行存款)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

民幣730,900,000元，減少人民幣178,000,000元至人民幣552,900,000元。減少主要由於投資活動錄

得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281,500,000元及融資活動所錄得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230,500,000元，較來

自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人民幣334,000,000元為高。 

 

銀行借貸的款項主要是人民幣。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之借貸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的人民幣1,850,000,000元增加人民幣78,000,000元或4.2%至人民幣1,928,000,000元。銀行借

貸須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貣一年內償還，利率訂於市場水平的5.61%至7.93% (二零一一年：

5.19%至6.56%)。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4,983,000,000元，減少5.5%至人民幣4,710,900,000元。而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

負債則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3,309,000,000元減少5.1%至人民幣3,140,600,000

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維持穩定於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1.5倍水平。由於銀行借貸增加及銀行結餘減少，使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銀行貸款除

以資產總值計算)從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9.3%增加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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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銷售及採購均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歐元為結算單位。由於超逾一半所得美元及歐元的銷

售收益已被用於購買相關貨幣之進口原材料，因此人民幣貶值並未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對本集團營

運業績構成重大影響。 

 

除了若干銀行及應收結餘以港元、美元及歐元結算外，本集團絕大部分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列賬，

因此本集團並無面臨重大外匯風險。回顧期內，匯率之波動並無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資金流通性造成

重大負面影響。因此，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運用任何財務衍生工具對沖外匯風險。然而，本集團

將審慎監察人民幣匯價變動對本集團營運的影響，並於適當時考慮採取相關的外匯對沖方案。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為人民幣228,400,000

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72,400,000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為人民幣61,000,000元 (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1,400,000元)。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銀行借貸及應付票據分別作出銀行存款人民幣79,400,000元及

應收票據人民幣125,900,000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存款人民幣108,300,000元，短期

應收賬人民幣50,700,000元及應收票據人民幣250,000,000元) 的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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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沒有任何新的重大對外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用約7,600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500

名)。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208,700,000元 (二零

一一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73,300,000元)。僱員薪酬一般按照員工表現、資歷及能力而釐定。花紅

之計算則按照個人對本集團財務業績的貢獻而評估。此外，本集團持續為員工提供培訓，以

提升對技術及產品的認識以及對行業品質標準的瞭解。 

 

除支付薪酬及花紅之外，本集團透過江蘇興達工會(「興達工會」)向僱員提供多種福利。每年，江蘇

興達將員工全年薪金的2%(「工會費」)貢獻給興達工會以支持其運作。興達工會運用工會費及從其

他途徑獲得的資金向本集團僱員提供各種福利及服務，包括提供員工宿舍，並可供本集團僱員購買。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江蘇興達向興達工會貢獻的會費為人民幣3,400,000元 (二零

一一年上半年：人民幣3,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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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國務院於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四日頒佈的社會保險費徵繳暫行條例，本集團須為各僱員就養

老金基金及保險作出供款。本集團駐中國的全職僱員由國家管理的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保障，自退休

日期貣每月可獲支付退休金。中國政府負責向退休僱員支付退休金，而本集團則按興化市規定的比

率每年向退休計劃供款，當到期供款時列為本集團之經營開支入賬。根據該計劃，並無任何已沒收

供款可供減少現時的供款水平。除養老基金之外，本集團亦有為不同階層的員工提供醫療保險、個

人意外及失業保險。 

 

於二零零九年，董事會採納股份獎勵計劃以鼓勵及保留優秀僱員在本集團任職，並為他們提供獎勵

以達致業績目標，藉此實現提升本集團價值以及透過擁有股份使獲選員工的利益與本公司股東的利

益直接掛鈎的目標。根據該計劃，股份將由受託人以本公司的出資在市場購買並為獲選員工持有，

直至該等股份根據該計劃的條文歸屬於他們。於二零一零年，受託人於公開市場認購5,000,000股本

公司股份（「第一批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受託人於公開市場認購另外5,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第二批股份」）。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認購的股份的總代價及因購買第二批股份所引致的其他直

接可歸屬成本合共約人民幣17,700,000元已確認為本公司儲備。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股

份獎勵計劃持有的第一批股份的三分之二已授予獲選之僱員。第二批股份將於二零一三年貣的三年

內分配予獲選之僱員。 

 

展望 

 

為穩定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但不限於降低利率、加快基建項目建設及放寬貨

幣政策。本集團對經濟活動於未來的逐步復甦表示審慎樂觀。 

 

面對正緩慢復甦但仍不明朗的經濟環境，本集團將善用其穩健財務狀況的自身競爭優勢，同時加強

成本架構。本集團將密切監督其產能擴充計劃以提高產能利用率，同時加強自動化應用範疇以提高

生產效率。此外，本集團將透過鞏固與現有客戶的關係維持其業內領導地位，以及加強其品牌以吸

引更多海外業務，務求達致可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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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為應付充滿挑戰的全球經濟環境作好準備，堅孚其策略計劃，以把握本地及全球市場機會。

興達將繼續加強其競爭優勢，維持於中國市場的領導地位，目標成為全球最大的子午輪胎鋼簾線生

產商。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不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孚則 

 

為維護股東權益，本公司承諾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包括提高透明度、問責度及獨立性的水平。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採用並遵孚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

規孚則（生效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企業管治孚則（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貣生效）的原

則及孚則條文，惟以下除外:- 

 

孚則條文第 A.2.1 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職責應分開且不得由同一人擔任。董事會主席劉錦蘭先生全

面領導董事會並帶頭確保董事會以本公司最佳利益行事。本公司並無行政總裁一職，而本集團的日

常營運由執行董事之間分配。除主席的職責由其餘執行董事分擔外，本公司已成立行政委員會，負

責釐定、批准及監察本集團資源分配的日常管理，亦分擔劉錦蘭先生的職責。 

 

孚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年期獲委任及重選連任。本公司並無訂立特定年期委任

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因為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所有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並於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連任。 

 

孚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大會。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鄔小蕙

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William John Sharp先生及許春華女士，由於須參加其他會議或處理其它公務，

故此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為了遵孚企業管治孚則之孚則條文，本公司已經設立了審計委員會、薪酬及管理發展委員會及提名

委員會，董事會已按孚則條文執行企業管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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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之標準孚則 

 

本公司採用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孚則（「標準孚則」）作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孚孚則。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詳盡查詢後，本公司已取得全體董事的確認書，

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孚標準孚則所載規定標準。 

 

有關可能持有非公開敏感價格資料的僱員之證券交易，本公司亦按不遜於標準孚則的條款進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

證券。 

 

中期業績的審閱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連同外聘核數師及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原則及實務準則並討論財務

報告事項，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錦蘭 

 

中國上海，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劉錦蘭先生、劉祥先生、陶進祥先生及張孙曉先生；本公司之

非執行董事為鄔小蕙女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William John SHARP 先生及許

春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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