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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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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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3777）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如下：

— 收益達人民幣775,639,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8.5%；

— 毛利率為26.5%，而去年同期則為26.1%；

— 本期間溢利為人民幣129,135,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6.2%；

—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較去年同期增加16.5%至人民幣10.6分；及

—  不宣派中期股息。



– 2 –

中國光纖網絡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告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
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775,639 714,590
銷售成本 (570,068) (528,408)

  

毛利 205,571 186,182

其他收入 4 6,113 2,025
銷售及分銷成本 (3,446) (1,946)
行政開支 (31,361) (31,252)
其他開支 (3,142) (55)
融資成本 5 (17,539) (20,487)

  

稅前溢利 5 156,196 134,467

所得稅開支 6 (27,061) (23,290)
  

本期間溢利 129,135 111,177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外幣換算 1,986 85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
 全面收益總額 131,121 112,033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 人民幣0.106元 人民幣0.0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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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85,429 777,295
土地租賃預付款 25,139 25,448
墊付款 3,514 38,499
商譽 15,563 15,563
應收委託貸款 8 50,000 –
遞延稅項資產 3,250 2,447

  

非流動資產總值 982,895 859,252
  

流動資產
存貨 119,283 36,703
應收賬款 9 918,713 843,44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2,959 25,804
已質押銀行結餘 11 4,848 3,8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10,376 795,823

  

流動資產總值 1,666,179 1,705,63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1 153,382 189,95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 350,953 353,337
應付稅項 110,960 103,234
計息銀行貸款 13 349,669 410,284

  

流動負債總額 964,964 1,056,808
  

流動資產淨值 701,215 648,83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84,110 1,508,082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13 52,071 –
遞延收入 3,237 3,727
遞延稅項負債 13,318 11,202

  

非流動負債總額 68,626 14,929
  

資產淨值 1,615,484 1,493,15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7,871 7,871
儲備 1,607,613 1,475,436
擬派末期股息 14 – 9,846

  

權益總額 1,615,484 1,49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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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中國光纖網絡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七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
法 在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本 公 司 註 冊 辦 事 處 地 址 為Maples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本公司於香港的主
要營業地點為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20樓2001–02室。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主要從事光纖活動連接器及其他輔助產品的生產及銷售。於本期間，本集團的主要業務
性質並無重大變動。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
Kemy Holding, Inc.（「Kemy Holding」）。

2.1 編製基準

本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全年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資料，故應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除採納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
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新準則及修訂外，編製本中期簡明財務資料所採納會計政
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採納該等新準則及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構成重大財務影響。

3. 收益及營運分部資料

收益（即本集團營業額）指已售貨品的發票淨值扣除各類政府附加費。

本集團收益及溢利貢獻主要源自光纖活動連接器及其他輔助產品的製造及銷售。光纖活
動連接器及其他輔助產品的製造及銷售被視為與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目的向本集
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報告資料方式一致的單一可報告營運分部。因此，除實體層
面披露外，概無呈列分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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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層面披露

有關產品的資料

下表載列本期間按產品劃分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總額及按產品劃分的收益總額百分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光纖活動連接器 606,890 78.2 702,730 98.3

接配線產品 120,644 15.6 3,765 0.5

機房輔助產品 48,105 6.2 8,095 1.2
    

775,639 100.0 714,590 100.0
    

地理資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本期間來自外部客戶收益的地理位置資料。客戶地理位置乃根據貨品
交付的地點釐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國內*：
— 中國內地 696,401 660,028

  

海外：
— 愛爾蘭 20,231 20,437
— 紐西蘭 55,169 34,125
— 其他 3,838 –

  

79,238 54,562
  

775,639 714,590
  

* 本集團主要附屬公司河北四方通信設備有限公司（「四方通信」）的註冊地。

於報告期末，除一項物業位於香港外，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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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來自各主要客戶的收益（佔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收益10%或以上）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225,688 277,142

客戶B 93,353 96,971

客戶C 91,101 118,654
  

4. 其他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金* 1,100 –

已撥回遞延收入 490 490

銀行利息收入 3,498 1,200

租金收入 854 300

其他 171 35
  

其他收入總額 6,113 2,025
  

* 若干研發活動接獲多項政府補助金。概無有關該等補助金的未履行條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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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前溢利

本集團稅前溢利乃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570,068 528,408
  

僱員福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0,988 7,248

 權益結算的購股權開支 1,056 2,293

 退休金計劃供款
  — 界定供款基金 1,314 884

  

僱員福利費用總額 13,358 10,425
  

銀行貸款利息 17,539 20,102

銀行貸款擔保費 – 385
  

融資成本 17,539 20,487
  

核數師酬金 1,000 1,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36,053 27,188

土地租賃預付款攤銷 309 309

樓宇經營租賃租金 594 3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2,977 –

研發成本 302 2,700
  

6. 所得稅

本期間所得稅開支的主要部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 中國內地
 本期間開支 25,748 21,739

遞延 1,313 1,551
  

本期間稅項開支總額 27,061 23,290
  



– 8 –

附註 :

(a) 根據開曼群島規則及規例，本公司毋須繳納任何開曼群島所得稅。

(b)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源自香港或在香港產生的應課稅溢利，故未有計提香港利
得稅撥備。

(c) 由於四方通信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於本期間享有15%的優惠企業所得稅率，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按15%的企業所得稅率計提撥備。

 根據中國所得稅規則及規例，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在中國成立的外資企業向
外國投資者所宣派的股息須繳納10%預扣稅。

 根據四方通信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的董事會決議案，四方通信將向本公
司分派其本期間可分派溢利（扣除法定儲備基金後）不多於25%作為股息，其餘可分
派溢利則撥作四方通信的業務發展用途，不會分派予本公司。因此，本期間就四方
通 信25%可 分 派 溢 利 的10%預 扣 稅 計 提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撥 備 人 民 幣2,116,000元（二 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078,000元）。

7.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1,217,300,000股（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17,300,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的平均市價，故並無對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兩段期間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攤薄調整。

8. 應收委託貸款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集團透過中國農業銀行向獨
立第三方藁城市四明升光通信器材有限公司（「四明升光」）授出委託貸款，本金額分別為
人民幣30,000,000元及人民幣20,000,000元，按中國人民銀行貸款基準利率加10厘計息。應
收委託貸款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到期。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應付四明升光總金額人民幣44,639,000元（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適用）的應付賬款（附註11），作為應收委託貸款的抵押品。董
事認為應收委託貸款未逾期亦未減值。



– 9 –

9. 應收賬款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應收賬款 918,713 843,440
減值 – –

  

918,713 843,440
  

應收賬款不計息，一般為期30至360日。本集團並無就應收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
他信貸保證。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計算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1個月以內 221,468 147,673
1至3個月 369,834 249,938
3至6個月 198,236 310,437
6至12個月 127,601 123,793
12至16個月 1,321 11,015
16個月以上 253 584

  

918,713 843,440
  

未被個別或共同視為減值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逾期亦未減值 776,045 831,841
已逾期惟未減值
 逾期1個月以內 84,345 10,395
 逾期1個月以上但3個月以內 57,425 611
 逾期3個月以上 898 593

  

918,713 843,440
  

未逾期亦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若干近期並無拖欠記錄的客戶有關。

已逾期惟未減值的應收賬款與於本集團有良好往績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驗，
董事認為，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加上該等結餘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故毋須就
此計提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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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總金額為人民幣105,530,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81,869,000元）的若干應收賬款已抵押，作為本集團計息銀行貸款（附註13）的擔保。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美元計值的應收賬款為人民幣109,393,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81,869,000元）。

1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購買原材料預付款 2,302 23,927
將於一年內攤銷的土地租賃預付款 619 619
其他應收款項 10,038 1,258

  

12,959 25,804
  

上述資產未逾期亦未減值。上文所指金融資產與近期並無拖欠記錄的應收款項有關。

11. 應付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應付賬款 145,093 184,145
應付票據 8,289 5,808

  

153,382 189,953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及發行日計算的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3個月以內 138,615 118,569
3至6個月 10,750 4,419
6個月至1年 2,105 59,795
1年以上 1,912 7,170

  

153,382 189,953
  

應付賬款不計息，一般獲本集團債權人提供3個月至1年的信貸期。於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應付賬款合共人民幣44,639,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適用）持作應
收委託貸款（附註8）的抵押品。

應付票據不計息，到期期限在180日以內。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應付票據以質押銀
行現金人民幣4,848,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868,000元）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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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有關下列各項的應付款項：
 稅項及附加費 296,941 286,257
 工資及福利 11,752 9,301
 物業、廠房及設備建設 29,911 47,393
 專業費用 1,314 1,314
 政府部門墊款 1,500 1,500
 其他 645 959

  

342,063 346,724
應計費用 8,890 6,613

  

350,953 353,337
  

其他應付款項不計息，平均還款期為一年以內。

13. 計息銀行貸款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
 已抵押 401,740 410,284

  

應償還銀行貸款：
 一年以內 349,669 410,284
 第二年 50,239 –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717 –
 五年以上 1,115 –

  

401,740 410,284

分類為流動負債的結餘 349,669 410,284
  

分類為非流動負債的結餘 52,071 –
  

銀行貸款按固定年利率計息：  2.15厘至7.80厘 4.81厘至8.20厘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除按年利率4.77厘計息的銀行貸款人民幣49,430,000元（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284,000元）及按年利率2.15厘計息的銀行貸款人民幣2,310,000

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分別以美元（「美元」）及港元（「港元」）計值外，所有銀
行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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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銀行貸款以下列各項作抵押：

賬面淨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以下列各項作抵押：
應收賬款（附註9） 105,530 81,869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9,720 258,111
土地租賃預付款 15,204 21,482

  

14. 股息

(a) 本期間應佔股息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的董事會決議案，董事議決不向股東派付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b) 本期間宣派及派付的上一財政年度應佔股息：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

 本期間宣派 9,846
 本期間派付 (9,846)

 

–
 

15. 關連方交易

(a)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與關連方訂立重大
交易。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基本薪金及其他福利 2,483 2,177
權益結算的購股權開支 1,056 2,293
退休金計劃供款 77 54

  

3,616 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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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本公司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向若干承授人授出合共76,400,000份購
股權（「購股權」），附帶權利可認購合共高達76,40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1美元
的普通股。授出購股權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獲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於
上述所授出購股權中，27,900,000份購股權授予本公司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受限於新購股權計劃的規則，所授出購股權將於三年內或按承授人可行使所獲授購股權
當日起計每六個月授出的購股權六分之一的比率歸屬，行使價為每股1.00港元。

有關授出購股權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的公告。

於授出日期，購股權的公平值為33,661,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26,806,000元）或每份0.44

港元（相等於約每份人民幣0.35元），本集團將就此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確認購股權開支13,139,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0,464,000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8.5%至人民幣775,639,000元。

由於收益增加以及毛利率及淨溢利率上升，故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溢利較去年
同期增加16.2%至人民幣129,135,000元。

根據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1,217,300,000股計算本期間的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較去年同期增加16.5%至人民幣10.6分。

按產品劃分的收益

光纖活動連接器乃構成光纖網絡的主要部件之一，該等產品廣泛應用於電信、
廣電網絡及專業通信網絡。本集團擁有過百款優質光纖活動連接器，主力為
客戶提供訂製產品及接配線解決方案，在市場上具有領導地位。本集團專注
為客戶度身訂造光纖活動連接器，以及時應對行業趨勢及客戶技術需求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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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產品劃分的收
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光纖活動連接器 606,890 702,730 (13.6%)
接配線產品 120,644 3,765 3,104.4%
機房輔助產品 48,105 8,095 494.3%

   

775,639 714,590 8.5%
   

光纖到戶的持續投資帶動了本集團光纖活動連接器整體銷售量增加16.7%。然
而，光纖活動連接器銷售收益減少13.6%，主要由於國內市場的產品銷售結構
有所改變。於回顧期內，單價區間較高的束狀連接器訂購比例以及光纖連接
器產品的平均長度均有所減少，導致所得平均售價及國內光纖活動連接器收
益同告減少。

接配線產品及機房輔助產品分別錄得3,104.4%及494.3%的強勁增長，加上光纖
活動連接器海外銷售額上升45.2%，抵消了光纖活動連接器國內收益減少。接
配線產品及機房輔助產品錄得增長，有賴本集團於期內參與多項集中採購招標，
而海外銷售增長則為本集團致力提供更多新產品型號及拓展至新國家的成果。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光纖活動連接器銷售額佔本集團總收
益的78.2%，而去年同期則佔98.3%。

國內及海外銷售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國內及海外客戶的光纖活動連接器銷售額分別佔86.9%及
13.1%，而去年同期則分別佔92.2%及7.8%。



– 15 –

下表載列光纖活動連接器於國內及海外市場的銷售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國內銷售 — 光纖活動連接器 527,652 648,168 (18.6%)
國內銷售 — 其他產品 168,749 11,860 1,322.8%

   

696,401 660,028 5.5%

海外銷售 — 光纖活動連接器 79,238 54,562 45.2%
   

775,639 714,590 8.5%
   

光纖活動連接器銷售金額有所下跌，主要歸因於期內單價區間較高的束狀連
接器訂購比例下降以及光纖連接器產品的平均長度有所變短而致。有關國內
銷量增長及平均售價變動的詳情，請參閱下文。

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開始出售光纖活動連接器至澳洲及英國。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愛爾蘭、紐西蘭、澳洲及英國錄得海外
銷售額分別人民幣20,231,000元、人民幣55,169,000元、人民幣2,824,000元及人民
幣1,014,000元，而去年同期則分別為人民幣20,437,000元、人民幣34,125,000元、
零元及零元。本集團預期海外銷售將為本年度主要增長動力之一。

銷量及平均售價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光纖活動連接器的
銷量及平均售價：

二零一三年首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首六個月
銷量（套） 平均售價 銷量（套） 平均售價

光纖活動連接器 — 國內 10,741,610 人民幣49.1元 9,325,804 人民幣69.5元
光纖活動連接器 — 海外 500,082 25.8美元 310,000 27.9美元

  

11,241,692 9,635,804
  

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售出合共11,241,692套光纖活動連接器，總體銷
量增長了16.7%。其中國內銷量上升15.2%，而海外銷量則激增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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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纖活動連接器的定價，一般按所需的光纖類別、軟光纜種類及長度、連接
器所需規格、連接器插頭數量、訂單的數量、質量及額外要求等多種因素而
變化。故此，本集團的產品售價跨度大。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銷售結構中，多接頭連接器（亦即束狀連接器）佔較低比
重及光纖連接器產品平均長度較短。束狀連接器每端一般帶六、八或十二個
連接器接頭，而非束狀連接器則每端帶一至兩個連接器接頭。因單價區間較
高的束狀連接器銷售佔較低比重，兼且光纖連接器產品的平均長度有所減少，
拉低平均售價，導致國內光纖活動連接器收益下降。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銷往國內市場的束狀連接器和非
束狀連接器平均銷售價格分別為每套人民幣133.9元和人民幣40.4元，而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則分別為人民幣163.7元和人民幣55.7元。

於二零一三年首六個月，束狀連接器的銷售額佔國內光纖活動連接器總銷售
額25.2%，而去年同期則為30.1%。

海外銷量的增長，乃歸功於向紐西蘭及愛爾蘭客戶銷售更多產品型號以及成
功取得澳洲及英國新客戶。展望末來，本集團將繼續拓展海外銷售至更多新
國家，同時推出更多迎合海外客戶的產品型號。

毛利率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首 六 個 月，本 集 團 的 整 體 毛 利 率 為26.5%，而 去 年 同 期 則 為
26.1%。

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首六個月本集團來自整體銷售以及光纖
活動連接器國內及海外銷售的毛利率：

二零一三年
首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首六個月

毛利率 毛利率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整體銷售 26.5% 26.1%
國內銷售 — 光纖活動連接器 24.8% 24.2%
海外銷售 — 光纖活動連接器 54.4%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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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披露的國內和海外銷售毛利率分別以機器工時分配已售貨品成本而計
算，而於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中所披露的毛利率是以生產數量而計算。

國內光纖活動連接器銷售的毛利率上升，主要由於毛利率相對較低的束狀連
接器的銷售比例較少，加上自行生產軟光纜有所增加所致。

於二零一三年首六個月，接配線產品及機房輔助產品的毛利率分別為18.8%及
19.0%。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以下措施提升毛利率：

(a) 增加大宗採購。

(b) 持續增加自行生產軟光纜及其他光纖連接器部件。

(c) 推出利潤較高的光纖活動連接器型號。

(d) 加快擴大海外市場。

回顧期內，原材料、折舊及工資分別佔生產成本的95.6%、3.8%及0.6%，而去年
同期則佔96.4%、3.3%及0.3%。

產能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在五天工作周制度下，本集團光纖活動連接器
的年產能達1,800萬套。

本集團亦設有十條軟光纜生產線，軟光纜設計年產能為130,000公里。其中五
條生產線可生產光纖到戶所需的蝶型光纜。本集團現正增設十條軟光纜生產線，
務求將軟光纜的年產能由130,000公里增至260,000公里。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人民幣125,040,000
元，主要用以購置研究設備以及升級及改造生產設施、工廠及大樓有關。

資本開支主要以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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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六個月，本集團預期將產生約人民幣208,000,000元的額外資本開支，用作（其
中包括）進一步擴大軟光纜產能，購置生產設備以及升級生產設施、工廠及大樓。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宣派中期股息。

股息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董事會已然通過一項股息政策，自二零一三財
政年度起將宣派不少於10%的全年盈利淨額作為股息。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主要以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淨額及動用銀行
借款為其業務增長籌措資金。計息銀行貸款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人民幣410,284,000元減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401,740,000元。

本集團股本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並無變動。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運用資本負債比率（即債務淨額除股本加債務淨額）監察其槓杆比率。

債務淨額包括計息銀行貸款、應付賬款及票據、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以
及應付稅項，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已質押銀行結餘。

本集團的一貫政策是將資本負債比率維持在合理水平。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
比率分別為19.9%及15.0%。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存款為人民幣615,224,000元，包括人民
幣586,719,000元以及分別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相等於人民幣1,198,000元及人民
幣27,307,000元的其他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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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直以經營活動所得現金及銀行借款應付其業務所需。預期本集團日
後將動用來自不同來源的資金（包括銀行貸款、股本及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
撥付業務營運及擴展計劃所需資金。經計及上述可供本集團動用的財務資源後，
董事認為本集團具備充足營運資金應付未來發展需要。

現金流量分析

下表列載摘自所示期間綜合簡明現金流量表的選定現金流量數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8,008 315,16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86,462) (8,612)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7,536) 48,99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85,990) 355,547
  

二零一三年首六個月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主要來自稅前溢利人民幣
156,196,000元，然 而 應 收 賬 款 及 存 貨 分 別 增 加 人 民 幣74,684,000元 及 人 民 幣
82,580,000元。

二 零 一 三 年 首 六 個 月 的 投 資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流 出 淨 額 主 要 涉 及 支 付 人 民 幣
142,523,000元的資本開支及發出人民幣50,000,000元的應收委託貸款。

二零一三年首六個月的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入淨額主要用於派付股息人民幣
9,846,000元。

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應收賬款為人民幣918,713,000元，而於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人民幣843,440,000元。應收賬款隨收益增加而上升，部
分亦與二零一三年六月底收款速度減慢有關。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為數人民幣142,668,000元的應收賬款已逾期超
過合約信貸期。截至本公告日期，已收回該等逾期款額共人民幣139,7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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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應收賬款週轉日數分別為204天及195天。本集團預期年內餘下時間的
週轉日數將維持穩定。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毋須就應收賬款作
出壞賬撥備。

存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存貨為人民幣119,283,000元，而於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則為人民幣36,703,000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存貨週轉日數分別為25天及11天。

存貨增加主要由於製成品增加人民幣64,251,000元。該批製成品於二零一三年
七月第一週已絕大部分向客戶付運。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的應付賬款及票據為人民幣153,382,000元，而於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人民幣189,953,000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應付賬款及票據週轉日分別為54天及50天。

應收委託貸款

本集團聘任中國農業銀行為貸款代理，向本集團其中一名供應商發放兩項本
金總額為人民幣50,000,000元的委託貸款。

該委託貸款以本集團應付該供應商不少於人民幣50,000,000元的採購款項及一
幅該供應商即將購買的地悉數擔保，作為還款的抵押。

該委託貸款旨在為本集團就支持該本地供應商進一步發展成為本集團策略合
作夥伴而採取的舉措。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本 集 團 持 有 應 付 該 供 應 商 總 金 額 人 民 幣
51,180,000元的應付賬款。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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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所持主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以及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
未來計劃

回顧期內概無持有主要投資，亦無進行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除本公告
已披露的事項外，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未有授權作出其他重大投資或添置
資本資產的計劃。

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為數人民幣365,302,000元（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61,462,000元）的資產，作為應付票據、銀行融資或
銀行貸款的擔保。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絕大部分業務交易及負債均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為單位。本集團採
取保守的財務政策，銀行存款大多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為單位。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設立任何外匯合約、利率或貨幣掉期
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作對沖用途。因此，本集團毋須面對任何重大利率及匯
兌風險。

關連方交易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
任何重大關連方交易。

表外財務安排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表外財務安排。

僱員及員工成本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508名僱員（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397名僱員）。期內，本集團因應生產訂單需要，不時向獨立人力資源公司僱用
勞務外包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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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乃參考市況及個人表現按公平原則釐定及審閱。

本集團亦向其僱員提供其他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退休福利。本集團的香港
僱員亦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展望

中國國務院最近公佈了「關於促進資訊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以促進資
訊消費規模快速進長及顯著改善資訊基礎設施為大前提，重申要實施「寬帶
中國」戰略，藉以加快網路及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和升級。同時推進光纖入戶，
提高城鄉寬帶網絡普及和接入能力。該意見同時要求擴大3G網路覆蓋面及提
升網絡質量，推動年內發放4G牌照，並全面推進三網融合。

於刊發以上意見不久後，國務院隨即發佈了「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明
確制定目標，到二零一三年底，固定寬帶用戶超過2.1億戶，城市和農村家庭
固定寬帶普及率分別達到55%和20%。到二零一五年，固定寬帶用戶超過2.7億戶，
城市和農村家庭固定寬帶普及率分別達到65%和30%。到二零二零年，基本建
成覆蓋城鄉的寬帶網絡基礎設施。固定寬帶用戶達到4億戶，家庭普及率達到
70%。作為中國最大的光纖活動連接器生產商，本集團業務將繼續受惠於此
等利好國策。

隨著各地展開貫徹落實工信部發佈的「住宅區和住宅建築內光纖到戶通信設
施工程設計規範」和「住宅區和住宅建築內光纖到戶通信設施工程施工及驗收
規範」兩項關於光纖到戶的國家規定，自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起，縣級及以上
城區新建住宅區和住宅建築內的通信設施已然開始實施光纖到戶建設，光纖
連接器的剛性需求定將持續。4G牌照的發放亦將為本集團帶來另一強大的增
長動力。

另外，全球多個國家亦在推動智慧城市建設，海外市場對光纖網路相關建設
的需求因而殷切。其中澳洲正在全力落實其「國家寬帶網路建設」，預料在二
零二一年，新建成的光纖到戶將覆蓋其約93%的處所。而紐西蘭亦正實施其「超
高速寬帶計畫」，旨在到二零一九年，75%的紐西蘭人將被連接到其光纖寬帶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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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市場的增長需求，本集團一直在積極招募人才，並加緊推動與戰略合
作夥伴的有關合作。同時通過實施以增強核心競爭力為基礎的增長策略，從
而擴大本集團的業務範圍和盈利能力。首先，本集團正努力實施供應鏈整合，
目前正在擴大軟光纜的年產能和繼續探索其他垂直整合的機會。其次，本集
團正一直堅持不懈地擴大自身研發能力，務求開發和推出更多新產品，以滿
足電信客戶及其他行業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此外，本集團正積極地將更多
型號的光纖活動連接器銷售予海外市場，並以每年將業務帶到一個新的國家
作為目標。憑藉本集團紮根中國的強大基礎，本集團決心要成為世界領先的
的光纖活動連接器供應商之一。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及本公司核數師審閱中期業績以及本集團採納的會
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財務資料。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原
則及條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務求達致可持續發展及強化公司表現，
尤其著重內部監控、公平披露及向全體股東問責等方面。有關本公司遵守企
業管治守則各項條文及建議最佳常規的情況，載於二零一二年年報內企業管
治報告。

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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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以監管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經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確認
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一直就本公司證券遵守標準守則。

買賣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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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登 載 在 聯 交 所 網 站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chinafiberoptic.com。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中旬登載在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並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光纖網絡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趙兵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當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趙兵先生、孟欲曉先生、鄧學軍先生、
孔敬權先生及夏霓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石萃鳴先生、馬桂園
博士及呂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