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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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的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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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a) 收入增加約0.5%至約人民幣401.0百萬元。

(b) 毛利增加約9.4%至約人民幣137.9百萬元。

(c) 毛利率由約31.6%升至約34.4%。

(d)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約為人民幣 55.1百萬元。

(e)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 3.98分。

(f)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約為人民幣 3.90分。

(g) 董事會已決議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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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的比較
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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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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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401,028 399,058

銷售成本  (263,142) (273,038)
   

毛利  137,886 126,020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9,826 16,466

銷售及分銷成本  (37,481) (33,137)

行政開支  (38,751) (38,457)

研發成本  (13,272) (5,469)

其他開支及虧損  (5,790) (7,510)

融資成本 6 (8,300) (7,888)

分佔溢利╱（虧損）：
 一間合營企業  (22) (450)

 一間聯營公司  12,457 (3,218)
   

除稅前溢利 5 66,553 46,357

所得稅開支 7 (11,514) (11,701)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55,039 34,656
   

下列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55,129 31,381

 非控股權益  (90) 3,275
   

  55,039 34,656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人民幣3.98分 人民幣2.29分
   

 攤薄  人民幣3.90分 人民幣2.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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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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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24,016 360,27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5,796 57,932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按金  175 52
商譽  34,159 34,159
其他無形資產  22,473 23,006
會所會籍  1,554 2,534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15,628 15,65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25,739 13,062
可供出售投資  16,999 16,999
貿易應收款項 10 109,928 89,553
遞延稅項資產  9,136 10,290
   

非流動資產總額  615,603 623,516
   

流動資產
存貨  175,938 175,053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0 679,743 589,807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5,653 46,50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362 1,401
衍生金融工具  4,831 488
可供出售投資  – 10,000
已抵押存款  27,597 13,46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3,922 128,004
   

流動資產總值  1,119,046 964,71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1 237,295 186,62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5,419 60,893
衍生金融工具  – 1,628
計息銀行借款  420,944 394,574
應付稅項  24,340 24,079
   

流動負債總額  767,998 667,803
   

流動資產淨值  351,048 296,91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66,651 92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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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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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66,651 920,432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5,007 17,393

遞延稅項負債  12,014 12,068
   

非流動負債總額  27,021 29,461
   

資產淨值  939,630 890,971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9,014 118,775

儲備  804,467 755,957
   

  923,481 874,732

非控股權益  16,149 16,239
   

權益總額  939,630 89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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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以股份
  股份 支付僱員 股本 視作  保留溢利╱  非控股
 股本 溢價賬 酬金儲備 贖回儲備 供款儲備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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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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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a） （附註b）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118,775 411,695 26,451 288 14,765 244,978 57,780 874,732 16,239 890,971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55,129 55,129 (90) 55,039

行使購股權 239 1,949 (640) – – – – 1,548 – 1,548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3,761 – – – – 3,761 – 3,761

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 – 2,297 – – – – (13,986) (11,689) – (11,689)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19,014 415,941* 29,572* 288* 14,765* 244,978* 98,923* 923,481 16,149 939,630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17,168 400,196 15,843 288 14,765 250,776 (4,492) 794,544 37,460 832,004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31,381 31,381 3,275 34,656

收購非控股權益 – – – – – (5,820) – (5,820) (20,030) (25,850)

行使購股權 1,278 8,738 (2,784) – – – – 7,232 – 7,232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8,882 – – – – 8,882 – 8,882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18,446 408,934 21,941 288 14,765 244,956 26,889 836,219 20,705 856,924
          

附註：

(a) 視作供款儲備指本集團已產生及確認之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透過發行本公司前任股東賽晶集團有限公司（「賽
晶BVI」）之股份結算。

(b) 其他儲備主要指過往年度賽晶BVI豁免本集團的若干貸款及╱或墊款及收購非控股權益產生的儲備。

* 該等儲備賬包括計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的綜合儲備人民幣 804,489,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55,95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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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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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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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利╱（虧損）  66,553 46,357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融資成本 6 8,300 7,888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及一間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12,435) 3,668

 利息收入 4 (826) (89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淨額 4 (11,255) (16)

 折舊 5 11,668 11,014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5 533 53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5 468 4,357

 外匯遠期合約的公平價值收益淨額 4 (2,816) (2,08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5 691 700

 存貨撇減╱（撥回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5 1,673 (121)

 政府補貼  (3,644) (12,341)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3,761 8,882
   

  62,671 67,951

存貨增加  (2,558) (27,36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增加  (109,453) (154,483)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11,413 (4,557)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增加  50,666 52,0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增加  24,526 4,619

衍生金融工具減少  (3,155) (5,953)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  34,110 (67,770)

已付利息  (8,300) (7,888)

已付所得稅  (10,153) (9,312)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5,657 (8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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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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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5,657 (84,970)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605 891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4,292) (5,06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所得款項 29,232 25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按金減少╱（增加） (123) 128

其他無形資產增加 – (13)

出售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所得款項 1,485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所得款項 10,000 –

已抵押存款增加 (14,133) (14,927)

收取政府補貼 1,258 10,499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24,032 (8,239)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行使購股權的所得款項 1,548 7,232

新增銀行貸款 368,959 268,500

償還銀行貸款 (342,589) (201,500)

收購非控股權益 – (25,850)

已付股息 (11,689) –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6,229 48,38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55,918 (44,82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8,004 113,558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3,922 68,73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的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83,922 6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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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 公司資料

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
司普通股自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本公司的註冊地址為Cr i cke t Squa re ,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買賣及製造電力電子部件。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為Max Vision Holdings Limited，而Max Vision Holdings Limited由本公司
之創始人兼董事項頡先生最終控制。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
製。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因此須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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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閱覽。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惟截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採用以下經修訂準則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國際財務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的例外
 報告準則第1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的會計方法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主動性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國際會計 澄清折舊及攤銷的可接受方法
 準則第38號（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國際會計 農業：生產性植物
 準則第41號（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法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  多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週期年度改進

採納上述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無重大影響。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9

3. 經營分部資料

為便於管理，本集團已設立一個可報告經營分部，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電子電力部件。

地理資料

鑒於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客戶及非流動資產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因此並無提供其他地理分部資料。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指期內已售出貨品的發票淨值（扣減退貨與交易折扣撥備後）。

本集團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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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銷售貨品 401,028 399,058
  

其他收入
政府補貼* 3,644 12,341

銷售廢料 559 905

利息收入 826 891

其他 726 232
  

 5,755 14,369
  

收益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淨額 11,255 16

外匯遠期合約的公平價值收益淨額 2,816 2,080

其他 – 1
  

 14,071 2,097
  

 19,826 16,466
  

* 本公司附屬公司經營所在地中國大陸若干省份之投資獲政府授予多項補貼。已收到但尚未發生相關開支的政府
補貼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的遞延收入中入賬。概無任何與該等補貼有關的未達成條件或或有事件。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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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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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出售存貨成本 261,469 273,159

存貨撇減╱（撥回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1,673 (121)
  

銷售成本 263,142 273,038
  

折舊 11,668 11,014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533 53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691 700

根據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賃款項 945 1,02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468 4,357

匯兌差額淨值 5,322 3,153
  

6.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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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貸款的利息 8,300 7,888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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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已就期內於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稅率計提香港利得稅
撥備。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現行之稅率計算。根據中國所得稅法，企業應按 25%之稅
率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無錫卓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被確認為外商獨資企業，有權自二零一二年其首個獲利年度起開始豁
免繳納兩個年度之企業所得稅，隨後三年可享受企業所得稅減半。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九江賽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武漢朗德電氣有限公司獲註冊成為高新技術企業，於截至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可按15%之稅率繳付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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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即期－香港
  期內支出 1,156 374

 即期－中國大陸
  期內支出 10,203 10,295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945) (20)

 遞延 1,100 1,052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1,514 1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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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期內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55,129,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31,381,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384,801,000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67,802,884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基於期內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計算。計算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用以計算每股基
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及假設於所有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被視作獲行使而兌換為普通股時以無償方式
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各項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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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55,129 31,381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84,801,000 1,367,802,884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29,298,600 26,297,164
  

 1,414,099,600 1,394,100,048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3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總成本為人民幣4,292,000元（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067,000元），出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賬面淨值總額為人民幣
28,887,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34,000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賬面值分別約人民幣37,750,000元及
人民幣13,560,000元已予抵押以作為銀行貸款人民幣22,000,000元之擔保。

10.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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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項 701,652 557,537

減值 (46,770) (49,865)
  

 654,882 507,672

應收票據 134,789 171,688

減：列為非即期之款項 (109,928) (89,553)
  

 679,743 589,807
  

本集團與客戶間之貿易條款以信貸交易為主。信貸期通常為三個月，主要客戶可延長至六個月。各客戶均有最高信
貸限額。本集團一直嚴格控制未收回應收款項，並設有信貸控制部以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討
逾期結餘。信貸集中風險乃按照客戶╱對手方、地區與行業界別作出管理。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
任何抵押品或其他提升信貸質素的物品。貿易應收款項並不計息。

對於若干客戶而言，本集團允許一定百分比（介乎2%至10%）的合約金額（誠意金）按本集團與有關客戶按逐單基準
協定的方式，於達成若干條件（包括根據相關銷售合約交貨或完成安裝）後，於六個月至三十六個月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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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續）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減值後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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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月內 298,640 228,470

3至6個月 111,338 107,086

6至12個月 180,325 81,812

1年以上 64,579 90,304
  

 654,882 507,672
  

於報告期末，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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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內 134,367 167,688

6至12個月 422 4,000
  

 134,789 171,688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賬面值人民幣55,668,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5,550,000元）
之若干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已抵押予銀行以作為本集團獲授之若干銀行貸款之擔保。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賬面值人民幣10,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000,000元）
之若干應收票據已抵押以作為本集團若干應付票據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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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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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內 144,748 154,561

6個月以上 92,547 35,068
  

 237,295 189,629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按 30日至180日的期限結付。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人民幣8,338,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545,000元）之若干應
付票據已獲本集團應收票據人民幣10,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000,000元）之抵押作為擔
保。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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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13. 經營租賃安排（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通過經營租賃安排租用若干辦公室物業。商定之辦公室物業租賃期為一至五年不等。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到期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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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 1,290 1,468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061 2,667
  

 3,351 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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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本承擔

資本承擔

除上文附註13所述的經營租賃安排外，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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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03 1,021
  

其他承擔

外匯遠期合約及商品期貨合約項下的承擔：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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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瑞士法郎（「瑞郎」） 147,550 151,111

購買銅 4,139 1,761
  

 151,689 15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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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聯方交易

(a) 除該等財務報表別處詳述的交易外，本集團於期內與關聯方進行以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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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聯營公司：
 利息收入 (i) 301 718

一間合營企業：
 服務收入 (ii) – 167
  

附註：

(i) 向一間聯營公司貸款按年利率15%計息產生的利息收入。

(ii) 向一間合營企業提供諮詢服務產生的服務收入。諮詢服務費乃按共同協定的條款釐定。

(b) 與關聯方的未償還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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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i) – 11,694
  

附註：

(i)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包括向聯營公司作出的貸款及應收聯營公司的利
息分別為人民幣 9,517,000元及人民幣 2,177,000元。向聯營公司作出的貸款為無抵押，按年利率 15%計息
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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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聯方交易（續）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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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僱員福利 3,762 4,033

退職福利 291 272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2,828 6,817
  

向主要管理人員支付的薪酬總額 6,881 11,122
  

16. 公平價值及公平價值層級

於報告期末，管理層評估得出，本集團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主要原因為該等工具於短期內到期。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價值乃按有關工具在自願雙方進行的當前交易（強迫或清算銷售除外）中可交換的金額入
賬。

本集團與不同交易對手訂立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主要包括遠期貨幣合約）使用活躍市場的報價計量。遠期
貨幣合約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同。

下表列示本集團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計量層級：

按公平價值計量之資產：

 用於公平價值計量的各項
 

  重大可觀察 重大不可
 活躍市場報價 輸入值 觀察輸入值
 （層級一） （層級二） （層級三）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衍生金融工具 4,831 – – 4,831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衍生金融工具 488 – –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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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平價值及公平價值層級（續）

按公平價值計量之負債：

 用於公平價值計量的各項
 

  重大可觀察 重大不可
 活躍市場報價 輸入值 觀察輸入值
 （層級一） （層級二） （層級三）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衍生金融工具 – – – –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衍生金融工具 1,628 – – 1,628
    

期內，層級一及層級二之間並無公平價值計量轉移，而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層級三亦無公平價值計量轉入或轉出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17. 報告期後事項

(1) 於報告期末後，於二零一六年七月，本集團收購Astrol electronic AG（「目標公司」）已發行股本之65%，現金代
價為不高於390萬瑞郎且不低於260萬瑞郎。目標公司為於瑞士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從事製造及銷售脈衝功
率設備、IGBT門極驅動及其他電子部件業務。

(2) 於報告期末後，董事會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1港仙（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8. 批准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獲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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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銷售貨品產生之收入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401.0百萬元，較二零
一五年同期錄得的收入略微增加。

銷售成本

本集團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73.0百萬元減少約3.6%至二零
一六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63.1百萬元。銷售成本減少主要由於期內嚴格控制採購成本及較高毛利率產
品的銷售比例增加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26.0百萬元增加約9.4%至二零一六
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37.9百萬元。毛利增加主要由於期內嚴格控制採購成本及較高毛利率產品的銷售
比例增加所致。

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31.6%升至二零一六年同期的約 34.4%。
毛利率上升主要由於期內嚴格控制採購成本及較高毛利率產品的銷售比例增加所致。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本集團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虧損）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人民幣 3.2百萬
元增加至二零一六年同期收益約人民幣12.5百萬元。增加乃主要由於來自嘉善恒華房地產開發有限公
司的收益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6.5百萬元增加約20.4%至
二零一六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9.8百萬元。其他收入及收益增加主要由於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
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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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3.1百萬元增加約13.1%至
二零一六年同期的約人民幣37.5百萬元。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主要由於銷售訂單增加，從而導致銷售
開支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38.8百萬元。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維
持相對穩定。

研發成本

本集團的研發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5百萬元增加約142.7%至二零
一六年同期約人民幣13.3百萬元。研發成本增加乃主要由於加大技術和產品研發力度所致。

其他開支及虧損

本集團其他開支及虧損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5百萬元減少約22.9%至
二零一六年同期的約人民幣5.8百萬元。其他開支及虧損減少乃主要由於計提的壞賬準備減少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融資成本（由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的銀行貸款的利息組成）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人民幣 7.9百萬元增加 5.2%至二零一六年同期約人民幣 8.3百萬元。本集團融資成本基本上保
持穩定。

除稅前溢利

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46.4百萬元增加
至二零一六年同期的約人民幣66.6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1.7百萬元減少約1.6%至二零
一六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1.5百萬元。所得稅開支有所減少乃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稅前利潤中的投資收益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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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集團之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
幣31.4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一六年同期約人民幣55.1百萬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港仙（二零一五年同
期：無）。中期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四日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假設自本公告日期起直至預期股息派付日期概無進一步發行或購回股
份，則此項股息總額將為13,873,530港元（二零一五年同期：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營運資金的主要來源包括產生自其產品銷售的現金流量及銀行借款。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約為1.5（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約人民幣183.9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28.0百萬元）及計息銀行貸款為人民幣 420.9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394.6百萬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以計息銀行貸款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約為
44.8%（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4.3%）。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所有銀行貸款以人民幣計值，且合約期限為自報告期結束起一
年內。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的人民幣實際利率（等同於加權平均合約利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為5.0%。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大部分銀行貸款以人民幣計值，合約期限為自報
告期結束起一年內。本集團上述銀行借款的實際利率（相等於加權平圴合約利率）約為4.6%。此外，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其他貨幣計值的其他銀行貸款的
實際利率約為2.8%。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融資及財務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本集團將繼續施行審慎的財務管理政策，並根據總負債佔總資產比率監察其資本結構。



23

外幣風險

由於本公司大部分主要附屬公司乃於中國運營，因此其功能貨幣均為人民幣。本集團面臨交易貨幣
風險。該等風險來自經營單位以本集團的非功能貨幣進行的採購。為盡量降低外匯風險的影響，本
集團已與信譽良好的銀行訂立外匯遠期合約，以管理其匯率風險。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平倉的外匯遠期合約的賬面值約為人民幣 4.2百萬元（資產）（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6百萬元（負債））。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若干銀行貸款乃以以下各項作擔保：( a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總賬
面值分別約為人民幣37.8百萬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8.9百萬元）及人民幣13.6

百萬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3.7百萬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土地租賃
款項的抵押；及 (b)本集團金額約達人民幣55.7百萬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5.6

百萬元）的若干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抵押。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應收票據人
民幣10.0百萬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0百萬元）已抵押以擔保本集團的若干應付
票據。

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在聯交所上市（「上市」）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593.0百萬港元。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上市所得款項淨額全部款項已用於償還銀行借款、土地收購及建設作擴大產能
用途的樓宇、建設作研發用途的樓宇及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開支。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627名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92名僱員）。本集團
的薪酬組合主要包括基本薪金、醫療保險、酌情現金花紅及退休福利計劃。本集團定期評估其僱員
的工作表現，用於釐定彼等的薪金及花紅。本集團與其僱員並無任何重大問題或因勞資糾紛導致營
運中斷，亦無在招募及挽留經驗豐富僱員方面遭遇任何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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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展望未來，鑒於能源行業的變革及對電力電子技術發展的直流輸電技術的迫切需求，本集團將繼續
積極進行電力電子技術人力資源招募、技術及市場研究及開發。本集團將致力發展領先技術作為其
主要競爭力，以實現本集團快速發展。

根據國家電網及南方電網的發展計劃，預期特高壓直流輸電項目將維持相對較高投資規模及建設速
度。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獲授的四個特高壓直流輸電建設項目預期將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完成，及
本集團已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三個新的特高壓直流輸電建設項目進行磋商及簽署合同。

柔性直流輸電方面，中國重慶渝鄂直流背靠背聯網工程已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開始。預期將由本集
團供應的相關產品將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開始至二零一七年逐步交付。

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預期本集團將維持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良好發展。此外，本集團將透過各
種渠道，如與策略夥伴的策略聯盟、合併及收購以及與大型客戶建立長期業務協作，以把握市場份
額及收入方面的增長機會，並將逐漸開發國內外市場。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
證券。

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進行重大收購及出售。

企業管治

如於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中的企業管治報告所呈報，本公司十分重視其企業管治常規，且董事會
堅信，就本公司股東之利益而言，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能提升本公司的問責性及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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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董事會不時檢討並監察本公司的常規，以期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
常規。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本公司股東收取中期股息的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二）至二零一六
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辦理任何本公司股
份過戶登記。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
分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22樓），以供登記。

董事會及董事會委員會

自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起，金嘉峰先生已辭任本集團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官，以專注發展其他個人
事務；及葉衛剛先生（「葉先生」）亦已辭任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各審核委員會及投資委員會成員，以
專注發展其他個人事務。鑒於葉先生辭任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李鳳玲先生（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起生效。於葉先生辭任董事會投
資委員會成員後，該委員會的成員數目將降至四名。

此外，陳世敏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獲委任為海藍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
號：2278）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自本公司最近期於二零一五年年報披露以來，董事資料並無重大變動。

審核委員會及財務資料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亦已討論審核、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系統及財
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包括陳世敏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王毅先生及李鳳玲先生。於本公司在二零一六年
五月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股東批准委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作為本公司的外聘核數
師，任期至二零一七年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止。有關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之選任、委聘及審
核費用釐定之程序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及經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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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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董事會確認，經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列的規定準則。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自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刊發以來，本集團業務發展或未來發展及財務狀況並
無任何重大變動，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件。

電話會議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正至上午十一時正（香港時間）舉行電話會
議，以與本公司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討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
績。撥號詳情如下：

電話號碼：86-21-60845858

會議代碼：641996#

於電話會議期間，參與者如欲提問，請先按*8#。

承董事會命
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項頡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項頡先生、龔任遠先生及岳周敏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毅先
生、李鳳玲先生及陳世敏先生。

本公告之中英文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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