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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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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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93）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收入為人民幣1,516.33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同期：人民幣1,603.10百萬元），降幅為5%。

• ADO的收入增至人民幣 265.16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上升 35%。

• AMI的收入減少至人民幣 809.48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下降 3%。

• SM的收入減少至人民幣 441.69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下降 23%。

•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為人民幣 206.32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同期：人民幣 253.83百
萬元），降幅為 19%。

•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 20.2分（二零一五年同期：人民幣 26.1分）。

•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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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五
年同期（「二零一五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516,325 1,603,098
銷售成本 (1,060,612) (1,105,989)

毛利 455,713 497,109
其他收入 57,148 62,018
其他收益及虧損 9,797 (955)
行政費用 (73,966) (68,050)
銷售費用 (126,996) (116,949)
研究及開發費用 (64,953) (69,634)
融資成本 (23,880) (10,706)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 2,517 (2,306)

除稅前溢利 235,380 290,527
所得稅開支 4 (29,731) (38,426)

期內溢利 5 205,649 252,101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206,317 253,830
 — 非控股權益 (668) (1,729)

205,649 252,101

每股盈利 7
 基本 人民幣 20.2分 人民幣 26.1分

 攤薄 人民幣 20.2分 人民幣 2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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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205,649 252,101

其他全面利潤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753 1,619
 可供出售投資的公允值變動 2 —

期內其他全面利潤 1,755 1,619

期內全面利潤總額 207,404 253,720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利潤（支出）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208,072 255,449
 — 非控股權益 (668) (1,729)

207,404 25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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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34,537 1,182,303
預付租賃款項 396,645 400,571
投資物業 15,983 16,098
商譽 300,537 300,537
其他無形資產 334,793 296,236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2,518 1
可供出售投資 83,818 83,816
應收關聯方金額 20,956 20,956
其他非流動資產 144,711 162,111

2,534,498 2,462,629

流動資產
存貨 314,144 334,104
持作買賣之投資 11,160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8 3,505,995 2,800,166
預付租賃款項 7,870 7,870
應收貸款 205,000 205,0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42,469 241,489
銀行結餘及現金 668,672 1,171,836

4,955,310 4,760,46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9 2,258,216 2,133,520
稅項負債 39,072 54,452
借貸 — 於一年內到期 513,311 300,839

2,810,599 2,488,811

流動資產淨值 2,144,711 2,271,65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679,209 4,734,2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078 10,180
儲備 4,033,493 4,090,98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043,571 4,101,160
非控股權益 37,744 38,412

4,081,315 4,139,572

非流動負債
借貸 — 於一年後到期 580,104 576,248
遞延稅項負債 17,790 18,463

597,894 594,711

4,679,209 4,73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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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礎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
披露要求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以公允值計量之若干金融工具（倘適用）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相
同。

購回股本工具

購回本公司本身股本工具乃直接於權益中予以確認及削減。本集團並無就購買、出售、發行或註銷其本
身股本工具而於損益內確認任何盈利或虧損。

按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款項交易

授予僱員之獎勵股份

於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於公開市場購入本公司股份時，包括任何直接應佔增加成本在內的已付代價呈
列為就股份獎勵計劃持有之股份，並於權益總額內扣除。概無就本公司自身股份之交易確認收益或虧
損。

所收取服務之公允值乃參考於授出日期所授出股份獎勵之公允值而釐定，並以直線法於歸屬期支銷，並
相應調增股本（股份獎勵儲備）。

當受託人在歸屬時將本公司授出股份轉讓予承受人時，已歸屬的授出股份之相關成本自就股份獎勵計
劃持有之股份中撥回。因此，已歸屬的授出股份之相關開支自股份獎勵儲備中撥回。從該轉讓所產生之
差額於保留溢利中扣除╱計入。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修訂其預期最終歸屬股份的估計數目。修訂估計的
影響（如有）於損益確認，並於股份獎勵儲備作出相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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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呈列有關之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38號之修訂
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式之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41號之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運用合併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之修訂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

 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呈報金額及╱或該等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向本集團之首席執行官（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資料
集中於本集團業務範圍。具體而言，本集團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項下之可呈報及營運分部如下：

(a) 智能電表分部，於中國從事標準化智能電表產品至電網的開發、製造及銷售；

(b) 智能計量解決方案分部，從事非標準化智能計量產品的開發、製造及銷售，以及提供系統解決方案
及通訊終端方案服務；及

(c) 智能配用電系統及解決方案分部，從事智能配電設備的設計、製造及銷售，以及提供智能配電解決
方案及能源效益解決方案服務。



– 7 –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營運分部分析的收入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智能電表
智能計量
解決方案

智能配用電
系統及

解決方案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441,691 809,474 265,160 1,516,325

分部溢利 36,747 184,167 18,294 239,208

未分配收入 39,83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 2,517
中央管理成本 (22,298)
融資成本 (23,880)

除稅前溢利 235,380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智能電表
智能計量
解決方案

智能配用電
系統及

解決方案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576,519 830,714 195,865 1,603,098

分部溢利 68,449 189,943 41,691 300,083

未分配收入 22,792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 (2,306)

中央管理成本 (19,336)

融資成本 (10,706)

除稅前溢利 290,527

分部溢利指在並無分配若干其他收入以及中央管理成本、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董事薪酬、融資成
本及稅項之情況下各分部賺取之溢利。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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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本期 33,153 38,760

 —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2,749) 560

30,404 39,320

遞延稅項
 — 本期 (673) (894)

29,731 38,426

附註：

(i) 香港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賺取任何須繳納香港利得
稅的收入，因而未有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ii) 中國

中國企業所得稅是根據該等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溢利的 25%法定稅率計算，此乃根據中
國的有關所得稅規則及法規釐定，除了因符合條件而獲批高科技企業的資格並取得高新科技企業證
書的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或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連續三年之間繼續
享有 15%的優惠稅率。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發出「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財稅 [2008]第 1號），上文所載的優惠待遇根
據企業所得稅法繼續執行。

(iii) 其他司法權區

於其他司法權區的稅項乃根據各司法權區當前的稅率計算。根據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的判令法第
58/99/M號第 2章第 12條，一家根據該法律註冊成立的澳門公司（「58/99/M公司」）可獲豁免澳門補充
稅（澳門所得稅），前提為該 58/99/M公司不向澳門當地公司出售其產品。

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並無就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產生的未分派盈利作出遞延稅務撥備，因
為董事認為該等盈利不會於可見將來予以分派。



– 9 –

5.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的期內溢利：

無形資產攤銷 27,094 23,162

投資物業折舊 115 1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2,631 22,688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3,926 2,818

銀行利息收入 (5,722) (3,951)

應收貸款的利息收入 (11,545) (11,37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9,718) 1,042

6. 股息

期內，已向股東宣派並派付每股 0.24港元，相等於每股人民幣 0.201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每股 0.24港元，相等於每股人民幣 0.194元）之現金股息，作為二零一五年的末期股息。於本中期
期間宣派並派付的末期股息總額為人民幣 206,135,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91,751,000元）。

董事並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06,317 253,830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20,064,565 971,527,476

有關購股權的潛在普通股攤薄影響 — 9,182,720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20,064,565 980,710,196



– 10 –

以上所示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扣除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所持有之股份。

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並不假設行使購股權，因為該等購股權之行
使價高於期內平均市價。

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由於業務性質，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為期 90日至 365日的信貸期，惟若干客戶除外，其信貸期可
能超過 365日。

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按收入確認日期呈列之應收賬款及票據（扣除呆賬撥備）的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及票據
 0至 90日 1,513,229 1,675,389

 91至 180日 166,029 204,873

 181至 365日 949,435 321,461

 超過一年 226,347 96,124

2,855,040 2,297,847

貿易客戶持有的保留款項 245,182 215,535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405,773 286,784

3,505,995 2,800,166

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以下為本集團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及票據
 0至 90日 1,398,580 1,470,814
 91至 180日 481,900 333,313
 181至 365日 122,424 39,305
 超過一年 42,450 37,901

2,045,354 1,881,333
其他應付款 206,462 245,787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的應付代價 6,400 6,400

2,258,216 2,13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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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縱觀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回顧期」），全球宏觀經濟發展面對嚴峻的挑戰，中國經濟環境亦
面對增長放緩、人民幣持續貶值等問題。加上英國脫歐問題為中歐貿易關係帶來重大隱
憂，種種的經濟不確定因素令國家及民間機構的投資意向變得更為審慎。

自二零一五年三月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或稱「9號
文」）、七月國家能源局發佈《配電網建設改造行動計劃（2015   –2020年）》以及今年二月國家
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和工信部發佈《關於推進「互聯網+」智慧能源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來，
電力改革、能源互聯網及配電網建設等仍然是能源行業重點發展的。國家電網公司（「國家
電網」）年初公佈計劃於二零一六年完成電網投資人民幣 4,390億元，較二零一五年計劃投
資額增長 4.5%，惟較二零一五年完成投資略少 3%，反映電網投資在輸配電網及新能源發
展的帶動下的步伐趨審慎保守；而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南方電網」）則公佈計劃完
成人民幣 96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

在種種嚴峻的經濟挑戰下，本集團堅守以「穩中求進」的態度去把握未來的市場機遇，以積
極及審慎的態度去評核各方面的風險和機會，以紮實的步伐逐步發展本集團的三大業務。
回顧期內，本集團整體業務表現平穩，營業額錄得人民幣 1,516.33百萬元（二零一五年上半
年：人民幣 1,603.10百萬元），同比減少 5%；純利錄得人民幣 206.32百萬元（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人民幣 253.83百萬元），同比減少 19%。

業務回顧

智能計量解決方案（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簡稱「AMI」）

AMI業務是本集團穩定的基礎業務，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以領先的綜合實力和豐富經
驗，維持在智能計量行業的領導地位，錄得營業額為人民幣 809.48百萬元（二零一五年上半
年：人民幣830.71百萬元），同比減少3%，佔本集團總收入53%（二零一五年上半年：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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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本集團持續受惠中國大力推動階梯水價及一戶一表，AMI水務業務的營業額較
去年顯著上升。至今，本集團已成功入圍超過 50家水司的智能水表解決方案招標項目，
當中包括湖南、安徽等省份的重點城市水司。為了有效把握市場需求，本集團積極以本地
企業的優勢，深耕湖南長沙的市場，並把成功經驗推廣至其他重點地區，效果卓越。在拓
展市場的同時，本集團堅持推陳出新，自行研發並推出物聯網水表、農村自來水表等新產
品，並結合本集團最先進的系統和終端配套，為用家帶來最合適的服務，廣受市場好評。

回顧期內，本集團在AMI國際市場維持出色的表現。延續過去在海外市場建立的品牌以
及市場佈局，本集團繼續成為埃及、坦桑尼亞、孟加拉、印尼等多個市場的行業領導者之
一，並憑自身實力逐步開拓更多新興市場。同時，隨著與西門子等國際鉅頭公司的戰略合
作關係不斷深化和落實，也進一步加強了本集團在技術、市場和品牌三方面的實力。乘著
國家大力推出「一帶一路」的巨帆，亦令本集團的海外發展步伐得以提速。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海外業務錄得顯著增長，實現營業額人民幣 175.96百萬元（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人民幣 127.91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38%。

智能電表（Smart Meter，簡稱「SM」）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憑藉其在品牌、技術、市場、品質、規模和管理等綜合實力優
勢，繼續在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的智能電表集中招標中獲得出色的表現，保持穩固的市場
領導地位。回顧期內，國家電網組織了一次招標，本集團成功獲得人民幣 340.46百萬元合
約金額，當中人民幣 279.19百萬元為智能電表的合約。本集團亦於南方電網總部組織的第
一次招標中名列前茅，取得框架合約金額為人民幣110百萬元。回顧期內，來自智能電表之
收入為人民幣 441.69百萬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人民幣 576.52百萬元），同比減少 23%，佔
本集團總收入 29%（二零一五年上半年：36%）。

智能配用電解決方案（Advanced Distribution Operations，簡稱「ADO」）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ADO業務發展進度良好，在市場發展和推出新產品及系統兩方面都獲
得理想的成績。市場推廣方面，本集團參與了國家電網新一代智能配電系統標準的制定，
並已成功成為上海及天津等重點大城市配網建設的產品服務供應商。同時，本集團積極跟
蹤多個具潛力的重點行業，包括新能源及數據中心等，並成功與多個大型工商業客戶建立
合作關係，為未來業務拓展奠定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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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產品方面，回顧期內，本集團推出的新型配電網故障定位系統、故障隔離系統、配電
自動化終端、用戶側智能配用電管理及能效管理平台等多個新技術系統均獲得市場高度認
可。本集團積極拓展在軌道交通行業的深入發展，是剛剛成立的湖南省聯合軌道交通裝備
製造創新中心副理事長單位，並已立項與長沙軌道交通集團合作，深入開展地鐵車站能源
管理及節能服務項目。

回顧期內，本集團獲得電力工程施工總承包資質，加上已取得的電力行業（新能源發電）專
業乙級資質，本集團已具備在配用電領域及新能源發電領域工程設計及總承包的資質。這
為全面拓展ADO的業務模式奠定了堅實基礎。

回顧期內，ADO業務錄得營業額為人民幣 265.16百萬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人民幣 195.87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35%，佔總營業額 18%（二零一五年上半年：12%）。

研究與開發

本集團一直在把握市場需求以及行業技術發展方向的基礎上，致力於各項AMI及ADO產品
的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回顧期內，確認獲得共 72項新產品及能效服務專利，以及 44項軟件
著作權，令有效新產品及能效服務專利和軟件著作權分別增加至 772項和 542項。

AMI方面，本集團因應中央政府和電網企業對於用能監察和四表合一數據採集技術的新標
準而推出多個具有行業領先技術的系統，已獲得市場高度認可。同時，本集團亦不斷完善
和提升現有產品和技術，特別是在斷路器和通訊技術方面，務求繼續保持同業領導者地位
和優勢。

ADO方面，本集團在一、二次融合技術、硬體與軟體系統集成技術以及能源數據與服務技
術等多方面的研發均取得理想的成績。其中，本集團新推出的用戶側智能配用電管理及能
效平台應用了先進的網絡通信技術和大數據及雲計算技術，通過移動互聯網集成配用電
一、二次設備，推出「雲端」、「終端」及「客戶端」的多維訪問途徑，提升了管理系統、設備
及客戶之間的緊密度，以及系統整體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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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 2025」是國家製造業轉型升級戰略，本集團基於現有信息化及自動化基礎，制定
了智能製造建設規劃。在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成功通過國家工信部「2016年智能製造綜合
標準化與新模式應用專案」，在六月十七日又通過國家工信部「智能製造試點示範專案」審
核。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本集團將加快完成智能製造建設，成為行業智能製造示範
企業，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核心競爭力。

二零一六年七月，在國家工信部組織開展的「全國質量標杆」評審活動中，本集團喜獲二零
一六年度全國「質量標杆企業」的榮譽。本集團一直重視產品和系統的品質，以嚴格的質量
管理方法，確保為用家帶來既創新又符合需要的高品質產品和服務。是次再度榮獲國家級
的榮譽，無疑是對本集團一直以來所堅持的核心理念給予最大的信心和認可。

財務回顧

收入

於回顧期間，收入下降 5%至人民幣 1,516.33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同期：人民幣 1,603.10百萬
元）。

毛利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毛利下降8%至人民幣 455.71百萬元（二零
一五年同期：人民幣 497.11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整體毛利率為 30%（二零一五年同
期：31%）。

其他收入

本集團之其他收入為人民幣 57.15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同期：人民幣 62.02百萬元），主要由
利息收入、股息收入、政府補貼及增值稅退稅組成。

經營費用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之經營費用為人民幣 265.92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同期：人民幣
254.63百萬元）。經營費用佔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收入的 18%，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
16%上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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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融資成本為人民幣 23.88百萬元（二零一五
年同期：人民幣10.71百萬元），上升是由於期內借貸利率較高的人民幣銀行借款增加所致。

經營溢利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利潤為人民幣 259.26百萬元
（二零一五年同期：人民幣 301.2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 1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下降19%至
人民幣 206.32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同期：人民幣 253.83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主要營運資金來源及長期資金需求為經營及融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流量。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 4,955.31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760.47百萬元），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則合共約為人民幣 668.67百萬
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171.84百萬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總額約為人民幣 1,093.42百萬元（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877.09百萬元），其中人民幣 513.31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 300.84百萬元）為於一年內到期償還，而餘額人民幣 580.11百萬元（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76.25百萬元）為於一年後到期償還。於二零一六年上半
年，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年利率介乎 1.72%至 4.20%（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利率介
乎 1.44%至 4.35%）。

負債比率（總借款除以總資產）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2%上升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的 15%。

匯率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業務均以人民幣進行交易，外幣結算業務主要以美元為主，兩者匯率波動將
對本集團外幣結算業務造成一定影響。期內，本集團並無簽訂任何遠期外匯買賣合同或其
他對沖工具進行對沖以規避匯率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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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抵押存款是以人民幣為單位，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授票
據信貸的抵押品。此外，本集團的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授銀行貸款
的抵押品。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撥備
的資本承擔為人民幣 72.07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0.63百萬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未來展望

全球經濟蹣跚前行，而中國經濟增長亦面對著日益增加的下行壓力，各行各業的經營環境
將愈見困難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雖然宏觀經濟面對不明朗因素，但根據中央政府和電網公
司的發展計劃，智能電網、智能配用電、節效管理、智慧城市等產業仍將備受國家支持。
面對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未來，本集團已有充分的準備和計劃，隨時調整步伐，以長期目標
為本，達到穩健的持續發展。

AMI業務方面，根據國家能源局發佈的《關於加快貧困地區能源開發建設推進脫貧攻堅的
實施意見》，中國將加快西部及貧困地區的農網改造升級、提高接納分佈式新能源發電的
能力及推動農業節水灌溉等，目標到二零二零年基本實現農村動力電的全覆蓋。因此，本
集團將迎合農網地區用戶的需求，推廣優質的產品與服務以把握市場對各項智能計量產品
和系統的龐大需求。另一方面，本集團將繼續聚焦市場對電力大數據監測和分析日漸提高
的需求，積極拓展公用建築，包括學校、醫院等和新建地產項目等客戶。同時，本集團亦
會密切關注中國的水計量發展，冀以作為智能計量行業領導者以及多個水司公司招標入圍
者的優勢，加速發展水計量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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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電網建設改造行動計劃（2015–2020年）》和《關於加快配電網建設改造的指導意見》等
國家計劃引導下，作為提高用電質量和推廣能效管理的重要基石，配電網建設成為中國電
力行業未來的發展焦點之一。本集團近兩年積極發展的ADO業務正就是以成套化、智能化
和系統化三方面實現市場對配用電升級的要求。未來，本集團將依仗過去對於ADO市場
的佈局和市場推廣，逐步收成，並提高ADO業務對本集團的貢獻。策略方面，本集團將在
維護電網客戶的同時，進一步跟蹤電力終端使用者市場，重點聚焦於軌道交通、分佈式能
源、數據中心、高端商業以及大型工業企業等領域，以快速推進市場。同時，將借助工程
總承包資質，撰大業務模式，從成套化設備，到系統解決方案，以及工程總包與服務等不
同維度，為客戶提供多層次的產品與服務，以加快ADO業務的發展步伐。

智能電表業務作為本集團傳統的主營業務，本集團亦將繼續維持自身在市場的領導地位，
緊貼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的動向，以最高標準的產品，維持本集團的市場份額。

國際市場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在亞非拉市場發展自主品牌和銷售渠道建設，加快進入新市
場及在現有客戶基礎上加快在現有市場的滲透。同時，積極借助與西門子和華為等國際級
行業領導者的戰略合作關係，積極參與各國的AMI改造工程，快速推動本集團在已發展地
區的綜合智能計量業務發展。

本集團深信持續創新和研發是一家技術企業得以長遠發展的根基，所以本集團一直不遺餘
力地投入研發，以低成本高效益的高科技產品帶領行業的發展。未來，本集團將繼續關注
國家能源市場的發展方向，持續提升現有產品和系統技術；並通過與行業專家及知名科研
人員的緊密合作，著力研究新技術。

總結而言，全球經濟步入困局，目光聚焦中國高速發展帶來的增長刺激。然而，中國經濟
增長動力放緩，動搖全球實體經濟體系以至投資市場的信心，進一步為各行各業帶來壓
力。有見及此，中國政府堅決推行深入改革，包括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企業生產效
率，務求令中國經濟行穩致遠，健康發展。而作為國家基石行業之一，能源行業未來將加
快改革，前景可觀，利好本集團未來發展。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謹慎審視市場的機遇和不明朗因素，繼續堅守「持續創新，百年威勝」
的企業願景，以穩健的步伐健康、持續地發展，逐步走向國際領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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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 4,036名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89
名）。僱員酬金按照僱員的工作表現、經驗及現行市場情況釐定，而酬金政策會定期進行檢
討。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六日採納新購股權計劃，以嘉許及表揚合資格參與者曾
經或將會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本公司亦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日採納一項股份獎勵計劃，
合資格僱員將有權參與該計劃。該股份獎勵計劃目的為表揚若干僱員作出的貢獻並給予獎
勵，務求挽留彼等繼續為本集團的持續營運及發展效力，並吸引合適的人員以進一步推動
本集團的發展。

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同期：無）。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其上市股份，詳情載列如下：

回購月份 回購股份數目 每股最高價 每股最低價 已付總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六年二月 6,000,000 4.09 3.13 20,376,400
二零一六年四月 4,000,000 4.08 3.91 16,072,940
二零一六年五月 2,000,000 3.95 3.89 7,841,020

12,000,000 44,290,360

購回股份已註銷，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已經該等股份面值相應削減。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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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規則的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守則條文A.6.7條外，本公司一直應用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並遵守所有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6.7條規定，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應出席本公司股東大會。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吳金明先生、潘垣先生及程時杰先生因另有要事在身而未克出席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除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偏離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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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亦已為可能擁有本公司未公開的價格敏感資料的僱員進行證券交易制訂書面指引，
其條款不比標準守則寬鬆。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負責透過獨立評估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
風險管理制度的成效，協助董事會保障本集團的資產。審核委員會亦執行董事會委派的其
他工作。

審核委員會全體成員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的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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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告的電子版本將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wasion.
com)。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所有
資料，稍後將寄發予本公司各股東及刊登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吉為 吳金明
曹朝輝 欒文鵬
曾辛 程時杰
鄭小平 許永權
王學信
李鴻

非執行董事
吉喆

承董事會命
威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吉為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