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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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備性亦無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
等內容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RIGIANT GROUP LIMITED
俊知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00）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與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比
較：

• 營業額增加人民幣217,500,000元或24.8%至人民幣1,093,900,000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增加25.3%至人民幣127,300,000元

• 毛利率由21.5%上升至24.3%

• 純利率處於11.6%

• 每股盈利由人民幣12.70仙增加至人民幣13.93仙

• 已宣派中期股息為每股5港仙

俊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組成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2011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及有關說明附註如下。中期財務資料為未
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董事會轄下審核
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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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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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939 876,385
銷售成本 (828,601) (687,541)

毛利 265,338 188,8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7,241 6,876
銷售及分銷成本 (37,770) (18,010)
行政開支 (27,397) (28,159)
其他開支 (13,275) (5,604)
融資成本 (41,470) (23,270)

除稅前溢利 152,667 120,677
稅項 5 (25,332) (19,0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及全面收入總額 6 127,335 101,627

每股盈利
 －基本 8 13.93仙 12.7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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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2年6月30日

於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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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18,600 18,3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8,517 181,970
 土地使用權 70,783 71,683
 可供出售投資 20,000 20,000

287,900 291,953

流動資產
 存貨 329,865 111,75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424,037 1,168,881
 土地使用權 1,800 1,8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39,390 242,401
 銀行結餘及現金 405,565 383,548

2,400,657 1,908,38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462,251 490,956
 應付董事款項 – 14,680
 應付稅項 21,604 10,037
 銀行借貸－於一年內到期的款項 1,149,299 940,300

1,633,154 1,455,973

流動資產淨值 767,503 452,40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55,403 744,361

非流動負債
 政府補貼 2,209 2,431
 銀行借貸－於一年後到期 110,000 110,000
 遞延稅項 22,835 18,399

135,044 130,830

920,359 613,53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140 82
 儲備 912,219 613,449

920,359 61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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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首次上市，本集團現時旗下各公司進行了一項集團重組
（「集團重組」）以整頓集團架構。由於進行集團重組，本公司於2011年8月23日成為本集團
的控股公司。集團重組的詳情見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3月6日的招股章程中「歷史及發展」
一節及附錄五中「重組」一段闡釋。由集團重組產生的本集團被視為一家持續實體，故本
集團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乃
基於假設本公司於該期間內一直為本集團現時旗下各公司的控股公司為基準編製。

本公司股份於2012年3月19日（「上市日期」）在聯交所上市。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按公平值計量的投資物業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
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依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及

•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投資物業」採用公平值模型計量的投資物業，就計算遞延稅項而言，乃假定將可透過出
售收回，惟倘該假定在若干情況被推翻則作別論。

本集團採用公平值模型計量其投資物業。由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故本公司
董事對本集團的投資物業作出檢討，並確定本集團的投資物業乃根據旨在隨時間消耗絕大
部分含於投資物業經濟利益的業務模式持有，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所載的假定
被推翻。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後，本集團繼續依據物業賬面總值預期藉著使用
而收回的基準確認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的遞延稅項。因此，本期間及上期間無須計提額外
遞延稅項撥備。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呈報的金額
及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5

3. 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於期內銷售貨品的已收及應收代價公平值。

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已被確定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他們負責
檢討按以下按產品劃分的可報告及經營分部的業務：

‧ 無線電頻率（「射頻」）同軸電纜系列
‧ 阻燃軟電纜系列
‧ 新型電子元件
‧ 其他（主要為其他配件）

上述分部與供本公司執行董事作出本集團有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決策時定期審閱而編製
的內部管理報告的基準一致。

阻燃軟電纜系列的業績已獨立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阻燃軟電纜系列的比較資料已經重
新呈報，並列入「其他」項下。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賺取的毛利（分部收入減分部銷售成本）。其他收益及虧損、銷售及分
銷成本、行政開支、其他開支、融資成本及稅項並非分配至各可報告分部。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的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射頻同軸
電纜系列

阻燃
軟電纜
系列

新型
電子元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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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832,229 171,839 47,351 42,520 1,093,939
銷售成本 (623,279) (131,164) (35,004) (39,154) (828,601)

分部業績 208,950 40,675 12,347 3,366 265,338

未分配收入及開支：
 其他收益及虧損 7,241
 銷售及分銷成本 (37,770)
 行政開支 (27,397)
 其他開支 (13,275)
 融資成本 (41,470)

除稅前溢利 152,667
稅項 (25,332)

期內溢利 127,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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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射頻同軸
電纜系列

阻燃
軟電纜
系列

新型電子
元件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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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817,108 12,001 36,322 10,954 876,385
銷售成本 (635,694) (13,471) (29,318) (9,058) (687,541)

分部業績 181,414 (1,470) 7,004 1,896 188,844

未分配收入及開支：
 其他收益及虧損 6,876
 銷售及分銷成本 (18,010)
 行政開支 (28,159)
 其他開支 (5,604)
 融資成本 (23,270)

除稅前溢利 120,677
稅項 (19,050)

期內溢利 101,627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匯兌收益 69 3,291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收益 300 200
政府補貼 1,984 567
利息收入 4,469 2,061
租金收入 363 363
其他 56 394

7,241 6,876

5.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支出包括：
 企業所得稅 20,896 16,855
 遞延稅項 4,436 2,195

期內稅項 25,332 19,050

企業所得稅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或「國內」）所得稅，乃根據中國有關法律法規，就
江蘇俊知技術有限公司（「江蘇俊知」）的應課稅收入按12.5%（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12.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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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有關法律法規，江蘇俊知由其於2008年首個獲利年度起計首兩年可免繳外商企業所得
稅（「外企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享獲外企所得稅減半。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在香港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計提香港
利得稅撥備。

6. 期內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的期內溢利：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828,601 687,541
研發成本（計入行政開支內） 4,333 460
與本公司股份首次公開發售相關的開支
 （計入其他開支內） 13,275 5,604
土地使用權經營租賃租金 900 89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583 7,848

7. 股息

於回顧期間內，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發任何股息。於回顧期間結束後，董事會已議決
派發中期股息每股5港仙（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盈利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及假設集團重組及資本化發行790,000,000股股份於2011
年1月1日已生效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 127,335 101,627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14,285,714 800,000,000

由於期內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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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介乎180日至360日的信貸期。

以下為於各報告期終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分析及根據發票日期或交付日期呈列的貿易應
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

於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賬齡為
 0－90日 1,033,579 798,185
 91－180日 310,681 260,765
 181－365日 65,445 93,932
 超過365日 – 2,495

1,409,705 1,155,377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6,917 13,504
可收回增值稅 7,415 –

1,424,037 1,168,881

貿 易 應 收 款 項 及 應 收 票 據 結 餘 包 括 人 民 幣897,905,000元（2011年12月31日： 
人民幣606,299,000元）的款項，為已交付但未發出發票的貨品。該結餘已於以上賬齡分析
列入0－90日的範圍內。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於各報告期終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分析及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
付票據的賬齡分析：

於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賬齡為
　0－90日 185,824 280,253
　91－180日 232,743 169,057

418,567 449,310
應付薪俸及福利 6,919 7,557
其他應付稅項 673 3,187
來自供應商的按金 9,371 7,903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1,430 1,532
收購土地使用權的應付款項 5,502 13,50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9,789 7,965

462,251 49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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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綜論

縱然中國經濟放緩，但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12年上半年」）的
中期業績表現亮眼。相對於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11年上半年」），
本集團於2012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增長24.8%至人民幣1,093,900,000元。2012年
上半年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127,300,000元，較2011年上半年增加
25.3%。2012年上半年的每股盈利為人民幣13.93仙（2011年上半年為人民幣12.70
仙）。

業務回顧

於2012年上半年，中國三大電信營運商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中國移動」）、中
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中國電信」）仍為
我們的主要客戶。

相對於2011年上半年，2012年上半年向中國三大電信營運商的銷售總額增加
26.0%至人民幣1,044,700,000元，主要由於向中國移動的銷售增加所致。於2012
年上半年，向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的銷售，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
59.1%、35.0%及1.4%，而2011年上半年的比較銷售部分則分別為48.4%、43.9%
及2.2%。本集團向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遍佈中國31省的省級附屬公
司╱分公司銷售產品，最近覆蓋公司數目分別為24家、28家及23家。

射頻同軸電纜系列

射頻同軸電纜廣泛用於電信營運商及設備製造商的傳輸系統，如移動網絡、高速
公路、鐵路、隧道、地下設施及高樓大廈等。

於2012年上半年，射頻同軸電纜的需求依然甚殷。相對於2011年上半年，2012年
上半年射頻同軸電纜的銷售量增加2,516公里至54,348公里。射頻同軸電纜相應的
銷售額亦增長人民幣15,100,000元至人民幣832,200,000元，佔總營業額的76.1%。

在中國主要電信營運商優化若干網絡產生需求的主要帶動下，2012年上半年銷售
高傳輸性能的射頻同軸電纜較2011年上半年增加。該等射頻同軸電纜的單位售價
及毛利率較本集團所銷售的普通射頻同軸電纜高，故2012年上半年射頻同軸電纜
毛利率上升至25.1%。

儘管較高單位售價的射頻同軸電纜銷售量較多，但2012年上半年射頻同軸電纜的
平均單位售價較2011年上半年輕微減少2.9%至每公里人民幣15,313元，主要由於
銅的平均市價下降，因而影響銅質材料（為本集團生產射頻同軸電纜的主要成分）
的價格所致。根據上海長江有色金屬網，2012年上半年銅的平均市價較2011年上
半年下降約18%。



10

阻燃軟電纜系列

阻燃軟電纜主要用於電信網絡及基建設施的電力系統，如基站及高樓大廈等。

相對於201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2,000,000元，阻燃軟電纜的銷售大幅增加人民幣
159,800,000元至人民幣171,800,000元，佔2012年上半年總營業額的15.7%，主要
由於本集團中標向中國三大電信營運商其中一家供應阻燃軟電纜後，2012年第二
季的銷售增加所致。

受惠於規模經濟的提升，於2012年上半年，此業務分部的毛利率上升至23.7%，
而2011年上半年則錄得毛損人民幣1,500,000元，主要由於發展初期生產量低所
致。

新型電子元件及其他

於2012年上半年，新型電子元件及其他配件的銷售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4.3%
及3.9%。相對於2011年上半年，相關銷售分別增加人民幣11,000,000元及人民幣
31,600,000元，主要由於中國主要電信營運商優化若干網絡提高需求所致。

增加存貨應付客戶需求

相對於2011年12月31日，於2012年6月30日的存貨大幅提高人民幣218,100,000
元，主要由於等候付運客戶的製成品增加所致。根據本集團近期的財務資料，
2012年7月的未經審核營業額為人民幣211,400,000元，較2012年1月的未經審核營
業額增加人民幣141,100,000元。

展望

根據中國三家主要電信營運商最近發佈的統計數據，截至2012年6月，3G用戶人
數達到1.76億人，按年增長118%。相對於2G用戶逾8億人的數字及國內逾13億的
人口，該數字被視為偏低。隨著價格相宜的3G手機種類日趨多元化，服務費下調
及網絡質量提升，普遍預期國內3G用戶人數將與日俱增。

鑒於中國從2G轉移至3G移動網絡的歷史長逾15年，且自2009年3G發牌以來3G用
戶滲透偏低，故董事會認為，在十二五規劃促進3G網絡普及化的扶持下，未來數
年，3G於中國仍存在寬闊的發展空間。董事會亦預期，於中國正式推出4G牌照
前，三家主要電信營運商將進一步增加資本開支，以擴展其3G網絡能力及優化不
同的移動網絡，務求應付3G用戶不斷增長的人數，以及在白熱化的競爭中與同業
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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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國內的4G網絡發展如中國移動的分時長期演進（「TD-LTE」）等亦將為
本集團締造新機會，儘管把有關發展視為增長勢頭為言之過早，但董事會認為，
在可見將來，國內的2G、3G甚至4G移動網絡將並存數年，不管三家主要電信營
運商無論是在擴展、優化或提升其移動網絡的範圍，本集團亦可受惠。

自2012年第二季起，由於本集團中標得以向國內其中一家主要電信營運商供應阻
燃軟電纜，此等產品的銷售表現突出。由於阻燃軟電纜於電信網絡及基建（如基
站及高樓大廈等）的電力系統中廣泛使用，故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的阻燃軟電纜
系列將會是另一增長動力。為了增佔中國阻燃軟電纜的市場份額，本集團將參與
國內其中一家主要電信營運商於2012年下半年在中國舉辦的招標活動。憑藉向中
國主要電信營運商供應射頻同軸電纜的往績，本集團對於國內擴展阻燃軟電纜業
務充滿信心。

為求分散本集團的地區市場，本集團將擴充其海外銷售團隊，負責於俄羅斯、印
度及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探索更多商機。

面對全球電信行業的迅速發展，本集團將增加其研發投資，以研發更多新產品從
而加強其競爭力，如應用於WLAN、3G甚或4G/TD-LTE網絡的高傳輸性能射頻同
軸電纜及漏泄同軸電纜。

目前，本集團的射頻同軸電纜年產能超逾150,000公里，並將於有需要時進一步擴
大產能以應付市場需求。

展望將來，董事會對本集團日後的產品需求及持續增長感到樂觀。本集團將致力
保持其於中國射頻同軸電纜市場的領導地位。

財務回顧

營業額

相對於201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876,400,000元，本集團於2012年上半年的總營業
額增加人民幣217,500,000元或24.8%至人民幣1,093,900,000元。有關增加主要由
於本集團贏得中國其中一家主要電信營運商的新標，帶動阻燃軟電纜系列的銷售
增長人民幣159,800,000元，以及在中國主要電信營運商優化若干網絡提高需求
的主要帶動下，射頻同軸電纜、新型電子元件及其他配件的銷售增加合共人民幣
57,700,000元所致。

銷售成本

於兩個期間內，已耗材料成本仍佔銷售成本的主要部分。相對於2011年上半年
的人民幣687,500,000元，2012年上半年的銷售成本增加人民幣141,100,000元或
20.5%至人民幣828,600,000元。有關增加與營業額增長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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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整體毛利率由2011年上半年的21.5%上升至2012年上半年的24.3%，主要由於較
高毛利率的高性能射頻同軸電纜佔銷售比重增加，令射頻同軸電纜的毛利率提
高，與及規模經濟效益顯著改善阻燃軟電纜的毛利率所致。基於上文所述，加上
各業務分部的營業額均有所增長，2012年上半年的毛利由201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188,800,000元增加人民幣76,500,000元或40.5%至人民幣265,300,000元。

其他收益及虧損

相對於201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6,900,000元，2012年上半年的其他收益及虧損輕微
增加人民幣300,000元至人民幣7,200,000元，主要由於利息收入及政府補貼分別增
加人民幣2,400,000元及人民幣1,400,000元，但因匯兌收益減少人民幣3,200,000元
而被部分抵銷。

銷售及分銷成本

於2012年上半年，銷售及分銷成本由201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8,000,000元增加人
民幣19,800,000元或109.7%至人民幣37,800,000元，主要由於營業額增長以致運輸
成本增加，以及主要用於擴展銷售及分銷網絡的其他開支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2012年上半年的行政開支為人民幣27,400,000元，較201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28,200,000元減少2.7%。縱使增聘員工及年薪遞增令員工薪金及員工保險等相關
員工成本增加，但有關增加因加強成本控制令其他行政開支全面減少而被抵銷。

其他開支

兩個期間的其他開支為本公司股份首次公開發售產生的開支。由於本公司的股
份已自2012年3月19日起上市，故2012年上半年產生的上市開支的相關部分已自
2012年上半年的全面收益表扣除，故其他開支由201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5,600,000
元增加人民幣7,700,000元至人民幣13,300,000元。

融資成本

相對於201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3,300,000元，2012年上半年的融資成本增加人民
幣18,200,000元或78.2%至人民幣41,500,000元，主要由於新增銀行借貸撥作額外
營運資金以發展業務，以及中國人民銀行基本利率調升令平均利率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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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2012年上半年的稅項支出由201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9,100,000元增加人民幣
6,200,000元至人民幣25,300,000元，主要由於江蘇俊知（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的中國企業所得稅增加所致。江蘇俊知於2010年至2012年獲享中國企業所得
稅減免，稅率為12.5%。

期內溢利

基於上述的綜合結果，除稅後溢利由201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01,600,000元增加人
民幣25,700,000元或25.3%至2012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27,300,000元。兩段期間的有
關純利率均處於11.6%。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的業務營運資金全面來自股東資金、內部產生現金流及銀行借貸。長遠來
說，本集團的業務營運資金將來自內部產生現金流，並於有需要時新增股本融資
及銀行借貸。

下表概列2011年及2012年上半年的現金流量：

以下年度的上半年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304,867) (163,379)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589) (40,700)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332,473 (16,039)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為人民幣405,600,000元，其中大
部分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總額為人民幣
1,259,300,000元，包括須於一年內償還的銀行借貸人民幣1,149,300,000元及須於
一年後但五年內償還的銀行借貸人民幣110,000,000元。於2012年6月30日，銀行
借貸總額中的人民幣728,700,000元為定息借貸，而人民幣530,600,000元為浮息借
貸。於2012年6月30日，大部分銀行借貸均以人民幣計值。

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計值，因此，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金融工具以對沖所
承受的外匯風險。本集團現無任何外幣對沖政策，但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其所
承受的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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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比率

資本負債比率由於2011年12月31日的69.2%下降至於2012年6月30日的66.8%。有
關下降主要由於2012年上半年的總權益增加（主要原因是本公司發行股份）及純利
增加所致。資本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總額減去已抵押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及現金
後除以總權益計算。

資產抵押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已向若干銀行抵押其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總值
為人民幣56,500,000元（2011年12月31日：人民幣64,100,000元））及土地使用權
（賬面值為人民幣35,000,000元（2011年12月31日：人民幣35,400,000元）），作為
本集團獲授的信貸融資抵押。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亦已向若干銀行抵押銀
行存款人民幣239,400,000元（2011年12月31日：人民幣242,400,000元），作為本
集團獲授的信貸融資抵押。

或然負債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聘有約790名僱員。為提高僱員士氣和生產力，本集團
按僱員的表現、經驗和當前行業慣例支付薪酬。管理人員及部門主管的酬金政策
及待遇每年檢討。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會根據內部表現評估決定僱員的表現
掛鈎薪金。本集團投資於管理人員及其他僱員的持續教育及培訓計劃，藉以提升
他們的技能和知識。此等培訓課程包括本集團管理人員開辦的內部培訓課程以及
由專業培訓人員提供的外部培訓課程，範疇涵蓋生產人員的技術培訓以至管理人
員的財務及行政培訓。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2012年3月19日，本公司就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而發行2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新股（「首次公開發售」）。扣除發行開支後，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
淨額約為185,0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51,000,000元）。

於2012年6月30日，所得款項淨額已按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3月6日的招股章程所
述的方式應用，概述如下：

• 約人民幣4,100,000元已用於擴展產能及提升生產設施；

• 約人民幣29,500,000元已用於償還銀行借貸；及

• 約人民幣15,100,000元已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於2012年6月30日，餘下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人民幣102,300,000元，已存放於若
干持牌財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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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向於2012年9月14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
2012年上半年的中期股息每股5港仙（2011年上半年：無）。中期股息將於2012年9
月28日（星期五）或前後派付。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收取中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12年9月12日（星期三）至2012年9月
14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本
公司股份轉讓登記。為符合收取2012年上半年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12年9月11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或之前遞交本公
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企業管治

於上市日期（即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開始買賣之日）前，本公司無須符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或（視乎情況而定）企業管治守則（「企管
守則」）載列的守則條文規定。

然而，於上市日期前，本公司已採納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
則。於2012年3月30日，本公司採納企管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述的偏離事項外，董事認為，於上市日期至2012年6月30日期間內，本公司
已在適用及許可的情況下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或（視乎情況而定）企管守則所載
的守則條文，而董事亦將竭盡所能促使本公司符合該守則，以及根據上市規則就
偏離該守則的事項作出披露。

根據企管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
東大會及對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在此方面，獨立非執行董事潘翼鵬先生因
公幹而未有出席本公司於2012年5月29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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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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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守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
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上市日期至2012年6月30日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的必守交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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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上市日期至2012年6月30日期間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書面制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負責（其中包括）檢
討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
董事潘翼鵬先生、賈麗娜女士、吳偉雄先生及金曉峰教授組成。潘翼鵬先生為審
核委員會主席。本集團於2012年上半年的中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
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對本集
團於2012年上半年的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更換合規顧問

如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7月6日的公佈披露，本公司與永豐金證券（亞洲）有限公
司已相互同意終止本公司與永豐金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於2012年3月5日訂立的
合規顧問協議（「該協議」），由2012年6月28日起生效，理由是根據該協議，永豐
金證券（亞洲）有限公司因發生人事變動而不再符合資格擔任本公司之合規顧問。
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及3A.27條，RaffAello Capital Limited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合
規顧問，以取代永豐金證券（亞洲）有限公司的職務，由2012年7月6日起生效。
RaffAello Capital Limited為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事第6類
（就企業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於 聯 交 所 網 站(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trigiant.com.hk)刊載。本公司2012年上半年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
一切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刊載。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錢利榮
謹啟

香港，2012年8月27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錢利榮先生及蔣唯先生；四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金曉峰教授、潘翼鵬先生、吳偉雄先生及賈麗娜女士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