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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回顧

業績

2013年上半年，斯巴鲁XV汽車開始在馬來西亞生產，我們在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的銷售活動也表現
活躍。因此這三個區域的銷售額均大幅上升。在臺灣和菲律賓的銷售額取得重大改善的同時，中國市
場的銷售也恢復了強勁勢頭。隨著銷售業績一路飆升，我們啟動了積極的擴張性資本投資計劃，從而
使我們得以迅速啟動所有銷售/服務網路的運作及人力資源的重新部署。

2013年上半年的營業收入和汽車銷量分別增至4,725百萬港元(53%)和12,114輛(62%)，相比之下，2012
年同期則分別為3,081百萬港元和7,495輛。

因此，與去年同期相比，2013年上半年的應歸股東利潤從416百萬港元增至1,532百萬港元。

這不俗的增幅得益于以下幾項因素：
• 來自于泰國、馬來西亞、臺灣、菲律賓和中國汽車業務的利潤增長。
• 因委託人所引入的業務基本結構性變化而獲得176百萬港元的一次性資金補償。
• 我們的上市投資獲得1,080百萬港元的重估收益。

2013年6月底，集團每股有形資產淨值從2012年12月底的4.66港元上升至5.25港元。董事會已宣派2013
年上半年每股0.025港元的中期股息。

泰國的卡車業務

2013年上半年，我們在生產、銷售量和產品範圍等方面繼續取得迅速的進展。撇開不可預見情勢，下
半年我們應該能夠取得進一步增長。

中國的汽車經銷

我們在華南地區的斯巴魯經銷較去年同期猛增30%。经過中國市場經銷模式的重組後, 製造商本身已成
为獨家經銷商。但是，在華南的幾個主要城市，我們仍然是主要交易商。由於這種經銷模式的改變，
預計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的銷售量將會下降。為了改善銷量，我們將需要增加更多的零售點並提高
現有網點的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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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回顧(續)

中國製造業務

廈門座椅廠已實現滿負荷生產。但是，目前接受我們供貨的製造商正在延長他們的付款期限，這反映
出中國資金市場緊張的情況。因此，今年的融資成本可能會有所增加。即使南京工廠已開始向汽車裝
配商全面供貨，但由於市場對於他們所生產的汽車需求反應疲弱，因此建議我們對生產作出調整。

展望

撇開不可預見情勢，本集團預計下半年將取得收入增長，財務表現應會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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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的綜合損益表

附註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4,725,285 3,081,012

銷售成本 (3,778,440) (2,509,370)

毛利 946,845 571,642

其他營業收益 1,294,579 220,599

分銷成本 (340,221) (184,968)

行政支出 (308,926) (246,597)

其他營業支出        (5,169)        (8,187)

營業利潤 1,587,108 352,489

融資成本 (13,112) (16,400)

應佔聯營公司之利潤減虧損      33,925       126,574

除稅前利潤 3 1,607,921 462,663

所得稅支出 4      (62,831)      (41,448)

本期利潤 1,545,090 421,215

可歸於∶

公司股東權益 1,531,570 415,544
非控股權益           13,520          5,671

本期利潤  1,545,090 421,215

每股利潤（仙） 6
基本及攤薄 76.1 20.6

第11頁至第16頁之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應付公司股東的股息之詳情載於附註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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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的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利潤 1,545,090 421,215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

財政報表的外匯折算差額
- 海外附屬公司 (192,816) 131,484
- 聯營公司  (46,774) (8,599)

(239,590) 122,885
可供出售證券
- 公平價值變動 (3,674) (2,245)

(243,264) 120,640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1,301,826 541,855

可歸於:

公司股東權益 1,289,053 536,702
非控股權益 12,773  5,153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1,301,826 541,855

第11頁至16頁之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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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度中期報告

可歸公司股東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本金儲備 兌換儲備 繳納盈餘
公平價值

儲備 保留盈餘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股本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2年1月1日
的結餘 1,006,655 550,547 9,549 1,024,254 377,690 11,562 5,033,727 8,013,984 60,333 8,074,317

截至2012年6月30
日止的六個月之權
益變動

本期利潤 - - - - - - 415,544 415,544 5,671 421,215

其他全面收入 - - - 123,403 -
        

(2,245) -     121,158 (518) 120,640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 - - 123,403 -
        

(2,245) 415,544 536,702      5,153 541,855

本期宣派及批准
的股息 - - - - - -    (110,732)    (110,732) - (110,732)

非全資附屬公司支
付予非控股股東
的股息 - - - - - - - - - -

於2012年6月30日
的結餘                  1,006,655 550,547 9,549 1,147,657 377,690 9,317 5,338,539 8,439,954 65,486 8,505,440

第11頁至16頁之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未經審核的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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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的綜合權益變動表

可歸公司股東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本金儲備 兌換儲備 繳納盈餘
公平價值

儲備 保留盈餘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股本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3年1月1日
的結餘 1,006,655 550,547 9,549 1,397,047 377,690 10,082 5,960,830 9,312,400 71,115 9,383,515

截至2013年6月30
日止的六個月之權
益變動

本期利潤 - - - - - - 1,531,570 1,531,570 13,520 1,545,090

其他全面收入 - - - (238,843) -
        

(3,674) -     (242,517) (747)       (243,264)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 - - (238,843) -
        

(3,674) 1,531,570    1,289,053     12,773     1,301,826

非全資附屬公司從
非控股股東收取所
得之出資額 - - - - - - - -    18,562     18,562

本期宣派及批准
的股息 - - - - - -    (140,932)    (140,932) - (140,932)

非全資附屬公司支
付予非控股股東
的股息 - - - - - - - - - -

於2013年6月30日
的結餘                  1,006,655 550,547 9,549 1,158,204 377,690 6,408 7,351,468 10,460,521 102,450 10,562,971

第11頁至16頁之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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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度中期報告

未經審核的綜合資產負債表

附註 截至2013年
6月30日

           止結算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止結算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658,491 2,736,092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2,260,061 2,155,422
租賃土地權益 268,487 254,997
在聯營公司的權益 892,945 924,694
其他財務資產 163,017 172,163
租購客戶及分期應收款 204,989 200,055
非流動預付款項 22,845 13,651
遞延稅項資產              26,385               26,342

  6,497,220             6,483,416

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為公平值的投資 2,228,775 1,150,456
庫存 1,969,016 2,150,811
待銷售的物業 61,345 80,299
銷貨客戶 7 977,824 712,395
租購客戶及分期應收款 102,543 94,679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14,039 387,062
應收有關聯公司賬項 1,409 912
現金和現金等值物 8      1,520,119      1,357,680

7,275,070 5,934,294

流動負債

無抵押銀行透支 8 12,346 7,737
銀行貸款 1,362,274 1,272,961
購貨客戶 9 406,176 651,538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賬項 696,694 481,475
應付有關聯公司賬項 68,700 7,074
稅項 75,707 80,681
撥備            29,853            25,203

  2,651,750  2,526,669

淨流動資產 4,623,320 3,407,625

減去流動負債的總資產 11,120,540 9,891,041

第11頁至16頁之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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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的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附註 截至2013年
6月30日

           止結算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止結算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495,651 456,563
遞延稅項負債 25,869 28,491
撥備          36,049 22,472

  557,569   507,526

淨資產 10,562,971 9,383,515

股本和儲備金

股本 10 1,006,655 1,006,655
儲備金 9,453,866 8,305,745

可歸公司股東的總股本權益 10,460,521 9,312,400

非控股權益 102,450 71,115

總股本權益  10,562,971 9,383,515

第11頁至16頁之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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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產生/(動用)之現金淨額 307,259 (15,933)

投資活動所(動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227,593) 4,055

融資活動所產生/(動用)之現金淨額 90,066 (234,85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169,732 (246,737)

於1月1日之現金和現金等值物 1,349,943 1,602,732

外幣匯率變動的影響 (11,902) 719

於6月30日之現金和現金等值物 1,507,773 1,356,714

第11頁至16頁之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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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之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規則的規定而
編，也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局所公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準則。

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是根據2012年之年度財務報告内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

2 分部報告

(a)    分部業績

集團收入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13
千港元

2012
千港元

2013
  千港元

2012
   千港元

業務綫

汽車分銷 3,419,495 2,071,745 335,855 25,875 
重型商用車及工業設備
分銷 931,346 587,953 143,397 83,823

出租及發展物業 105,777 187,440 49,051 91,589 
其他營業 268,667 233,874 1,140,208 214,160

4,725,285 3,081,012 1,668,511 415,447

  集團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13
千港元

2012
千港元

區域分部

新加坡 687,195 828,807 
香港 63,993 38,371 
中國 1,586,645 1,235,407
其他 2,387,452 978,427

4,725,285 3,0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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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之附註

2 分部報告(續)

(b)    須予報告分部收益之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13
千港元

2012
千港元

分部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總數 1,668,511 415,447
折舊及攤銷 (91,698) (77,261)
利息收入 10,295 14,303
融資成本 (13,112) (16,400)
應佔聯營公司之利潤減去虧損 33,925 126,574

綜合除稅前利潤 1,607,921 462,663

3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是在扣除/(加入)以下賬項後得出的：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13
千港元

2012
千港元

利息支出 13,112 16,400
租賃土地權益攤銷 4,146 3,798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87,552 73,463
股息收入 (8,721) (7,92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6,720) (4,974)
上市投資公平值的增加 (1,080,169) (17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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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之附註

4 稅項

所得稅支出的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13
千港元

2012
千港元

香港 - -
新加坡 12,720        19,709
其他地區 50,111        21,739

62,831 41,448

集團的適用稅率為營運所在的各轄區之法定公司所得稅率之加權平均值，主要介於16.5%(2012
年:16.5%)和30％（2012年：30％）。

5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13
千港元

2012
千港元

(i) 可歸本期股息：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普通股港元0.025
   （2012年：每股港元0.02) 50,333 40,266

    中期股息於資產負債表結算日並未確認入賬為負債。

(ii)本期内所付股息：
    之前批准的末期股息每普通股港元0.07
    (2012年：每股港元0.055) 140,932        110,732

6 每股利潤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利潤乃按普通股股東應佔淨利潤1,531,570,000港
元（2012年：415,544,000港元）及在該期間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2,013,309,000股       
（2012年：2,013,309,000股）而計算。

由於2013年及2012年均在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期間內並無任何攤薄股份，因此該等期間之
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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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之附註

7 銷貨客戶

銷貨客戶是帶有下列賬齡分析的債務人(扣除減值虧損的淨值) ：

截至2013年
6月30日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以内 803,411 546,999
31至90天以内  126,834 97,321
超過90天 47,579 68,075 

977,824 712,395

本集團准予由開單之日起的七天到六個月内為信用期限。

8 現金和現金等值物

截至2013年
6月30日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 368,850 355,406
銀行現金 1,149,633 1,000,885
手頭現金           1,636 1,389 
現金和現金等值物（不包括銀行透支） 1,520,119 1,357,680
無抵押銀行透支 (12,346)            (7,737)
現金和現金等值物  1,507,773 1,349,943

9 購貨客戶

購貨客戶是帶有下列賬齡分析的債權人:

截至2013年
6月30日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以内 171,987 384,278
31至90天以内 165,868 216,241
91至180天以内 30,706 21,358 
超過180天     37,615 29,661

406,176 65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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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之附註

10 股本

截至2013年
6月30日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3,000,000,000 股普通股，每股0.50港元 1,500,000 1,500,000 

已發行並繳足股本:

2,013,309,000 股普通股，每股0.50港元 1,006,655 1,006,655

11 以公平價值计量金融工具之賬面值

(i)    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工具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所持在香港之外上市的金融工具之賬面值分別為可供出售股
本證券65,477,000港元(2012年12月:69,699,000港元)，可供出售債務證券75,947,000
港元(2012年12月:80,083,000港元)，以及指定為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證券
2,228,775,000港元(2012年12月:1,150,456,000港元)。這些金融工具歸於公平價值等
級制度的第1級，即利用活躍市場中類似金融工具之報價（未經調整）以計算公平價值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ii) 按非公平值入賬之金融工具

截至2013年6月30日和201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與賬面值並無重大
差異。

《金融工具：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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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承諾
 

在2013年6月30日，尚待履行而賬上未撥備的資本承諾如下：

截至2013年
6月30日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批准並簽合約:

- 物業建築 327,846 136,204

13 關聯交易

以下是本集團在本期內，在正常的業務活動下，與有關聯公司進行的重要交易的概况。 

截至6月30日止的六個月

2013
千港元

2012
千港元

出售貨物和提供服務給有關聯公司 3,164 3,019
向有關聯公司購買貨物和獲取服務 159,587 8,246

以上所呈報之銷售、購買及提供服務均按日常商業條款進行。

14 對比數字

爲了符合本期的呈報基準，某些對比數字已重新分類入賬。

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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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宣派已發行股份的中期股息每普通股港元0.025(2012年:港元0.02)，股息總額為
50,333,000港元(2012年: 40,266,000港元)，有關股息將於2013年9月12日派付予於2013年9月6日名列
股東名冊的股東。股息單將於2013年9月12日寄予股東。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2013年9月4日至2013年9月6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進行及登
記股份的轉讓。

擬獲享中期股息之人士，最遲須於2013年9月3日下午四點半以前，將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送
交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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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716室。

董事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根據“証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之董事權益及淡倉登記冊的記錄，截至2013年6月30日在職
董事於該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權益如下： 

每股0.50港元的普通股

長倉 個人權益 家庭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權益
已發行股
份比率

(附註1) (附註 2)

執行董事姓名

陳永順先生 111,999,972 - 427,230,000 1,027,584,147 1,566,814,119 77.82%
- (附註 3)

王陽樂先生 684,000 795,000 940,536 -        2,419,536 0.12%

陳慶良先生 2,205,000 210,000 - 1,564,399,119  1,566,814,119 77.82%
(附註 4)

孫樹發女士 900,000 - - -           900,000 0.04%

陳駿鴻先生 99,000 - - - 99,000 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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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股份的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1：  這些股份的受益者分別是王陽樂先生和陳慶良先生的配偶，因此他們被視為擁有這些股份的 
 權益。

附註2：  這些股份的受益者分別是由陳永順先生和王陽樂先生所控制的公司所擁有。
附註3:   陳永順先生除了擁個人權益和公司權益的111,999,972股和427,230,000股之外，根據第317 

 和318證券及期貨條例,他也被視為擁有1,027,584,147股，總權益為1,566,814,119股。
附註4:   陳慶良先生除了擁個人權益和家庭權益的2,205,000股和210,000股之外，根據第317和318證 

 券及期貨條例,他也被視為擁有1,564,399,119股，總權益為1,566,814,119股。

除了以上所披露之外，截至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董事或執行總裁、或其配偶或其18歲以下的孩子，
並未享有本公司,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其聯營公司股份上的利益或淡倉 [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的定
義解釋]。在本期中，本公司也沒有授權任何董事或執行總裁、或其配偶或其18歲以下的孩子認購本公
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應記錄或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0的“上
市公司董事進行証券交易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級附屬公司，都不曾在該期間的任何時候作出任何安排，以便讓本公司
的董事或其配偶、或其年齡不滿18歲的孩子，通過收購本公司或其任何其他公司的股份或債券而從中
受益。

擁有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權益

到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被告知擁有本公司所發行股份且其數量佔5%或以上的股東名單(除公司董事
外)如下：

公司 長/ 淡倉             附註 持有普通股
 佔總發行股份

百分比

陳唱聯合有限公司 長倉 (1)  1,506,355,119     74.81%
拿督陳興洲 長倉 (2) 1,506,355,119            74.81%
Promenade Group Limited 長倉 (3) 302,067,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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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擁有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權益(續)

附註 1: 陳唱聯合有限公司約22.85%股份，是由陳永順先生所持有，陳慶良先生擁有近15.38%的股
份，其餘的股份由若干陳氏家族成員（非本公司董事）所持有。上面所提的1,506,355,119
股中，陳唱聯合有限公司持有705,819,720股。根據第317和318證券及期貨條例,陳唱聯合
有限公司也被視為擁有800,535,399股。

附註 2: 根據提交的披露權益，拿督陳興洲先生分別擁有28,990,986股的個人權益，328,170股的家
庭權益，以及37,848,000股的公司權益。根據第317和318證券及期貨條例,拿督陳興洲先生
也被視為擁有1,439,187,963股，總權益為1,506,355,119股。

附註 3: 陳永順先生為Promenade Group Limited的控股股東

除了以上所披露事項之外，公司並無獲知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該記
錄的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在本期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已同管理層對本集團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之財務報告進行了審查。

董事的證券交易

依照《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0的標準守則所需，所有董事確認他們在上半年期間均已遵守該“標準
守則”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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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董事均未獲悉可能說明本公司在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的六個月內任何時候違反《聯交所上市規
則》附錄14所規定之《企業管治守則》的任何信息。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無特定任期但須根據本公
司細則在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職告退及膺選連任。主席在集團上市方面功不可沒。鑒於他在汽車工
業領域擁有高深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並對集團的商業運作瞭如指掌，集團希望他能繼續擔
當某些職務。由於有其他董事會成員的參與和貢獻，因此在主席的職權和授權之間可確保取得平衡，
前者都是資深勝任、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負責不同職能領域的執行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可在角色
上輔助主席兼首席執行員的角色。董事會相信，這種結構有利於強化領導的連續性，使集團得以快速
而有效地執行各種決策。

董事資料之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   ，自本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之日起的董事資料之變動如下:

董事 變更詳情

陳永順先生 陳永順先生於2013年5月22日起已不再擔任APM Automotive Holdings 
Berhad之董事。

 
 

奉董事會之命
孫樹發女士
財務董事
2013年8月1日於香港

網址  ：http://www.tanchong.com

截至此宣佈日期，執行董事包括陳永順先生，王陽樂先生，陳慶良先生，孫樹發女士和陳駿鴻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李漢陽先生，松尾正敬先生，陳業裕先生和黃金德先生。公司的終身名譽顧問是
丹斯里拿督陳金火先生。

其他資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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