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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GXIN TECHNOLOGY LTD.
亨 鑫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以HX Singapore Ltd.名稱在香港經營業務）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新加坡公司註冊編號：200414927H）
（香港股份代號：1085）
（新加坡股份代號：I85）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報告

財務摘要

1.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減少約7.3%至約人民幣728,000,000元

2. 毛利減少約3.4%至約人民幣145,400,000元

3.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增加約2.6%至約人民幣50,500,000元

4.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0.13元

5. 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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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鑫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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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半年」）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5 728,015 785,171
銷售成本 (582,571) (634,678)

毛利 145,444 150,493
其他收入 6 9,158 2,957
銷售及分銷開支 (50,230) (42,200)
行政開支 (17,911) (23,544)
其他經營開支 (25,223) (24,704)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 261 —

財務費用 7 (879) (4,364)

所得稅前溢利 8 60,620 58,638
所得稅開支 9 (10,129) (9,39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 50,491 49,244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綜合海外營運產生的匯兌差異 35 (5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50,526 49,19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12 13.0 12.7

每股股息（人民幣分） 10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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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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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賬款呆賬撥備撥回 (5,212) — N.M
存貨滯銷撥備 31 177 –82.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722 11,046 –12.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7) 293 –102.4%
租賃土地攤銷 677 677 0.0%
匯兌（收益）虧損 (460) 712 –164.6%
利息開支 879 4,364 –79.9%
利息收入 (4,599) (1,604) 138.0%
研發開支 24,620 23,170 6.3%

N.M.：意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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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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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444,952 605,907
已抵押現金存款 4,719 19,177
貿易應收賬款 14 649,700 535,093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67,787 67,615
存貨 94,916 115,694
租賃土地 1,355 1,355

流動資產總額 1,263,429 1,344,841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 51,372 52,049
可供出售投資 10,647 10,647
聯營公司 36,261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1,423 154,343
遞延稅項資產 2,635 3,417

非流動資產總額 252,338 220,456

總資產 1,515,767 1,565,297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短期貸款 27,000 117,404
貿易應付賬款 15 108,016 104,432
其他應付款項 39,160 41,871
應付所得稅 3,854 2,601

流動負債總額 178,030 266,308

流動資產淨值 1,085,399 1,07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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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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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5,717 6,231
遞延稅項負債 4,843 4,583

非流動負債總額 10,560 10,814

總負債 188,590 277,122

資產淨值 1,327,177 1,288,175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 295,000 295,000
一般儲備 190,472 182,898
特別儲備 (6,017) (6,017)
匯兌儲備 (1,279) (1,314)
累計溢利 849,001 817,608

總權益 1,327,177 1,288,175

總權益及負債 1,515,767 1,565,297



– 6 –

財務狀況表 — 公司層面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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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9,708 9,072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5,445 16,904

流動資產總額 25,153 25,976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17
其他應收及預付款項 41,873 56,159
附屬公司 396,385 396,385

非流動資產總額 438,271 452,561

總資產 463,424 478,537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234 2,147

流動負債總額 1,234 2,147

流動資產淨值 23,919 23,829

總負債 1,234 2,147

淨資產 462,190 476,390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95,000 295,000
累計溢利 167,190 181,390

總權益 462,190 476,390

總權益及負債 463,424 478,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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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本集團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所得稅前溢利 60,620 58,638
經以下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722 11,046
租賃土地攤銷 677 677
貿易應收賬款呆賬撥備撥回 (5,212) —
存貨滯銷撥備 31 17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7) 293
利息開支 879 4,364
利息收入 (4,599) (1,604)
換算外幣產生的匯兌差異 (2,964) 852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溢利 59,147 74,443
貿易應收賬款 (109,395) (40,548)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72) (22,949)
存貨 20,747 (20,527)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3,584 (22,23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3,225) (402)

經營所耗現金 (29,314) (32,214)
已付利息 (879) (4,364)
已收利息收入 4,599 1,604
已付所得稅 (7,834) (6,379)

經營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33,428) (41,353)

投資活動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23) (10,34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428 180
收購聯營公司股權 (36,261) —

投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43,056) (10,160)

融資活動
償還短期銀行貸款 (118,274) (41,806)
短期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27,870 113,729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14,458 2,844
已付股息 (11,524) —

融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87,470) 74,7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63,954) 23,254
外匯換算的影響 2,999 (904)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05,907 469,100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4,952 49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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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集團 — 人民幣千元 股本 一般儲備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溢利 合計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295,000 182,898 (6,017) (1,314) 817,608 1,288,17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35 50,491 50,526
已付股息 — — — — (11,524) (11,524)
轉撥至儲備 — 7,574 — — (7,574) —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295,000 190,472 (6,017) (1,279) 849,001 1,327,177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集團 — 人民幣千元 股本 一般儲備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溢利 合計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295,000 163,829 (6,017) (830) 721,499 1,173,48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52) 49,244 49,192

轉撥至儲備 — 8,218 — — (8,218) —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295,000 172,047 (6,017) (882) 762,525 1,22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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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 — 人民幣千元 股本 累計溢利 合計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295,000 181,390 476,39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2,676) (2,676)
已付股息 — (11,524) (11,52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295,000 167,190 462,190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 — 人民幣千元 股本 累計溢利 合計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295,000 189,998 484,99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4,909) (4,909)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295,000 185,089 48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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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企業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根據新加坡公司法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第一上市，並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主板第二上市。本公
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55 Market Street, #08–01, Singapore 048941。本集團主要營業地點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江蘇省宜興市丁蜀鎮陶都路138號。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研究、設計、開發及製造通信技術產品以及生產移動通信用
射頻同軸電纜及移動通信系統交換設備。本集團的營運主要在中國進行。

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之功能貨幣及本集團之呈列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呈列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之年度報告期間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下文稱「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計
量及確認基準編製。

該等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呈列，而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價值乃湊整至最
接近的千元（「人民幣千元」）。

 會計政策

本集團已於本財政申報期間的財務報表應用與最近期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經審核綜
合財務報表相同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3.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財政期間強制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的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4. 分部資料

就以管理為目的，本集團按產品劃分業務單位，目前有三個可申報經營分部如下：

— 移動通信用射頻同軸電纜系列（「射頻同軸電纜」）

— 電信設備及配件用同軸電纜（「配件」）

— 其他（包括天線及高温線（「高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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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對業績作出貢獻的主要活動劃分的分析如下：

 分部收入及業績

出於管理目的，本集團現時劃分為三個獨立核心產品系列 — 射頻同軸電纜、電信設備及配件，以及其他（包
括天線及高温線）。該等產品系列乃本集團報告其主要分部資料的基準。

分部收入及開支包括分部直接應佔的經營收入及開支以及可按合理基準分配至該分部的該等收入及開支的
有關部分。

本集團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射頻同軸電纜 電信設備及配件 其他 未分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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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收入 496,205 186,962 44,848 — 728,015

分部業績
分部溢利 38,452 14,490 3,440 (3,438) 52,944

利息收入 3,137 1,182 280 — 4,599

財務費用 (599) (226) (54) — (879)

其他收入 4,559

其他開支* (603)

所得稅前溢利 60,620

所得稅 (10,129)

期內純利 50,491

二零一五年
收入 531,892 197,442 55,837 — 785,171

分部業績
分部溢利 45,017 16,690 4,788 (4,916) 61,579

利息收入 1,164 433 — 7 1,604

財務費用 (3,181) (1,183) — — (4,364)

其他收入 1,353

其他開支* (1,534)

所得稅前溢利 58,638

所得稅 (9,394)

期內純利 49,244

* 不包括研發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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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部資料

本集團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射頻同軸電纜 電信設備及配件 其他 未分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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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資本開支 6,972 2,627 624 — 10,223

折舊開支 6,628 2,498 592 4 9,722

租賃土地攤銷 462 174 41 — 677

存貨滯銷撥備 — — 30 1 31

二零一五年
資本開支 209 636 9,424 71 10,340

折舊開支 6,931 2,576 1,537 2 11,046

租賃土地攤銷 458 170 49 — 677

存貨滯銷撥備 9 36 72 60 177

 淨資產報表

射頻同軸電纜 電信設備及配件 其他 未分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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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
分部資產 1,026,820 386,939 91,842 — 1,505,601

未分配資產 10,166 10,166

總資產 1,515,767

負債：
分部負債 127,777 48,150 11,429 — 187,356

未分配負債 1,234 1,234

總負債 188,590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分部資產 1,053,363 406,097 96,468 — 1,555,928

未分配資產 9,369 9,369

總資產 1,565,297

負債：
分部負債 186,158 71,768 17,049 — 274,975

未分配負債 2,147 2,147

總負債 27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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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分部

地域的分部資料乃按客戶位置及資產所在地劃分。為配台本集團業務策略，市場目前劃分三個地區，分別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及其他。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640,621 707,169 239,039 206,369

印度 38,928 38,420 4 6

其他 48,466 39,582 13 17

合計 728,015 785,171 239,056 206,392

* 不包括可供出售投資及遞延稅項資產

5. 收入

收入亦為本集團的營業額，即已售貨品及已提供服務的發票淨值（經扣減相關稅項及退貨及商業折扣的撥
備）。本集團的收入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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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貨品 727,998 785,155

服務收入 17 16

728,015 785,171

6.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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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補貼 2,667 973

利息收入 4,599 1,604

已收賠償申索 783 190

匯兌收益 46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7 —

其他 642 190

合計 9,158 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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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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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銀行借款利息 879 4,364

8. 所得稅前溢利

期內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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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存貨滯銷撥備） 582,540 634,50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722 11,046

租賃土地攤銷 677 677

貿易應收賬款呆賬撥備撥回 (5,212) —

僱員福利開支 69,539 52,042

界定供款計劃成本 3,632 2,690

董事費用 — 本公司董事 782 1,148

董事酬金：
本公司董事 931 1,199

附屬公司董事 3 18

員工成本總額 74,887 57,097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460) 71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7) 29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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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 9,087 8,906

遞延 1,042 488

10,129 9,394

本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率為17%（二零一五年：17%）。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於中國註冊成立的主要附屬公司江蘇亨鑫科技有限公司於
二零一六年的適用所得稅率為15%（二零一五年：15%）。

於其他地區的溢利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按當前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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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建議或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11. 股本

本公司股本的變動詳情如下：

股本 — 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股 人民幣千元 新加坡千元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388,000 295,000 58,342

根據本公司之章程，本公司不允許庫存股份。

12.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以期內股東應佔本集團純利除以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計算。

本集團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盈利（人民幣）
— 基本 13.0 12.7

— 攤薄 13.0 12.7

每股基本盈利適用的加權平均股份數目（千股） 388,000 388,000
按全面攤薄基準的加權平均股份數目（千股） 388,000 388,000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10,200,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10,3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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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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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賬款 544,445 505,576

呆賬撥備 (8,901) (14,113)

淨額 535,544 491,463

應收票據 114,156 43,630

總計 649,700 535,093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180日信貸期。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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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180日 566,992 495,639

181至360日 74,071 29,170

超過360日 8,637 10,284

649,700 535,093

貿易應收賬款呆賬撥備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14,113 15,762

撥回損益 (5,212) —

於六月三十日 8,901 15,762

15. 貿易應付賬款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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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付賬款 108,016 10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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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賬款包括欠付的貿易採購款項。與供應商議定的付款期限主要指自發票日期起計90日的信貸期。貿
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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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至90日 107,157 100,819

91至180日 22 2,273

181至360日 37 587

超過360日 800 753

108,016 104,432

16. 資產淨值

本集團及本公司每股普通股的資產淨值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淨資產（人民幣千元） 1,327,177 1,288,175 462,190 476,390

普通股數目（千股） 388,000 388,000 388,000 388,000

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人民幣） 3.42 3.32 1.19 1.23

17. 關連方交易

 (a) 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蘇州亨利通信材料有限公司有下列重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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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原材料 13,598 1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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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期內董事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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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福利 2,899 2,95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72 63

總計 2,971 3,022

18. 捐款及資本承擔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9,641 126

捐款承諾 5,000 5,500

總計 14,641 5,626

19. 經營租賃安排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安排下的應付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700 731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196

700 927

經營租賃開支為本集團及本公司就若干辦公室及工場物業的應付租金。租約平均為期1至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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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半年表現

重大變動解釋如下：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785,2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57,200,000元或約7.3%，至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或「報告期間」）約人民幣728,000,000元。競爭加劇，售價持續下降。
此外，銅價長期低位徘徊，導致售價更低及整體收入減少。

 射頻同軸電纜

來自射頻同軸電纜的收入，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約人民幣531,9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
35,700,000元或約6.7%，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496,200,000元。

 電信設備及配件

來自電信設備及配件的收入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97,4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
10,400,000元或約5.3%，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87,000,000元。

 其他（高溫線及天線）

來自此分部的收入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約人民幣55,8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1,000,000元或
約19.7%，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44,800,000元。

 毛利率

與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約19.2%比較，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整體毛利率約為20.0%。
報告期間銅價下跌及本集團之高效處理帶動毛利率整體上升。本集團繼續監控生產效率以
確保原材料及勞動力的妥善利用；於招標時嚴格挑選供應商，以將成本減至最低；並力求
有效利用各類資源，以應對競爭帶來之價格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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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9,2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3,0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6,200,000元或約206.7%，此乃由於政府補助有所增加，及於報告
期間利息收入增加。

 銷售及分銷開支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人民幣50,2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約人民
幣42,2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8,000,000元或約19.0%。本集團於報告期間進行了更多市場推
廣活動，招致較高市場推廣員工開支，以及為付運較大型產品招致較高的運費，造成報告
期間的相關開支增加。

 行政開支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行政開支約人民幣17,9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3,500,000
元減少約人民幣5,600,000元或約23.8%，主要因為報告期內錄得貿易應收賬款之呆賬撥備撥
回。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其他經營開支約為人民幣25,2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24,7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500,000元或約2.0%。增幅源於報告期間客人對新產品規格的持
續要求，致使研發開支增加所致。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收購綿陽市思邁實業有限公司（「綿陽思邁」）之24%股權，其為一家在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二日及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之公告披露。約人民幣300,000元之數目為本集團自收購日期（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起確認之按比例攤佔溢利。綿陽思邁自此改名為綿陽鑫通實業有限
公司。

 財務費用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財務費用約為人民幣9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約人民幣4,400,000
元，減少約人民幣3,500,000元或約79.5%。減幅由於報告期間借貸水平有所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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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前溢利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所得稅前溢利約為人民幣60,6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58,6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2,000,000元或約3.4%，此乃由於報告期間政府補助水平及利息
收入增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主要附屬公司自二零一四年獲選為中國高科技企業起，享有15%優惠稅率。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10,1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
9,4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700,000元或約7.4%。此乃由於於報告期間所得稅前溢利稍微增
加。

 純利

鑒於上文所述，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約為人民幣50,500,000元，
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約人民幣49,2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300,000元或約2.6%。

 財務狀況表

財務狀況表項目的重大變化闡述如下：

 已抵押銀行存款

已抵押銀行存款作為向供應商付款的商業票據及銀行借貸的抵押。已抵押銀行存款由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19,2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4,500,000元或約75.5%，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4,700,000元，主要由於償還銀行貸款（毋須再作相關抵押）
所致。

 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貿易應收賬款約為人民幣649,7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人民幣535,1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14,600,000元或約21.4%，主要由於其中兩間中
國電訊商的較長還款期。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平均貿易應收賬款週轉天數為170日，而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為140日。

然而，大部分貿易應收賬款結餘均來自近期銷售，且仍穩當地處於我們給予客戶的平均信
貸期之內。

於六個月及之後到期的賬款主要為三大中國電信營運商結欠的最終付款（有待項目完成）。
此等未償還結餘與該等營運商承辦的項目有關，而該等項目的完成日期比初步預計長。該
等營運商為本集團長期客戶，亦定期向本集團付款。鑑於本集團與彼等的長期交易且該等
客戶定期向本集團付款，本集團並不預計於收取該等應收款項時會出現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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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積極收回未收回餘額款項。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約為人民幣67,8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67,600,000元，維持水平，增加約人民幣200,000元或約0.3%。

 存貨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存貨（包括原材料、在製品及成品）約為人民幣94,900,000元，較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15,7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20,800,000元或約18.0%。由
於加強監控措施以降低存貨水平，因而令存貨金額下降。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約為人民幣151,4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54,3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2,900,000元或約1.9%。物業、廠房及設備
微跌乃由於部分折舊開支與若干資產及設備互相抵銷。

 聯營公司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日宣佈，同意以人民幣72,000,000元收購綿陽思邁之24%股權，
其為一家在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本集團其後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與賣方訂立
補充協議，將收購價減至人民幣36,000,000元，及同意對綿陽思邁作出注資約人民幣
37,600,000元。注資完成後，本集團將持有綿陽思邁約28.4%股權。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綿陽思邁改名為綿陽鑫通實業有限公司。

 短期銀行貸款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短期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27,0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人民幣117,4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90,400,000元或約77.0%，此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
已償還多筆借貸所致。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未償還貸款須以固定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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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賬款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104,4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3,600,000元或約3.4%，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108,000,000元，主要由於供應商
付款的時差所致。

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41,9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2,700,000
元或約6.4%，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39,200,000元，主要由於各財政年度末支
付較高薪金及累計花紅所致。

 應付所得稅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應付所得稅約人民幣3,9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約人民幣2,600,000元上升約人民幣1,300,000元或約50.0%，主要由於該等期間支付稅項之
時間各有不同。

 遞延收入

遞延收入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6,2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500,000元或
約8.1%，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5,700,000元。其與需要達致若干目標才可獲
得之補助（附帶一定條件）有關。由於部分條件已達成，若干遞延收入已確認為其他收入。

 現金及銀行結餘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約人民幣445,0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605,9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60,900,000元或約26.6%，主要因為報告
期間貿易應收賬款增加、償還銀行借貸及對綿陽思邁的投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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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除短期計息融資外，本集團通常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為其經營提供資金。

本集團會對其資本進行管理，以確保本集團實體能夠持續經營，同時透過優化債務與資本
間的平衡最大限度地提高股東回報。

本集團管理層根據本集團的淨資本負債比率監察資本。本集團的淨資本負債比率乃按借貸
淨額除以總權益計算。借貸淨額則按報告期末的短期貸款總額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計算。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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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借貸淨額 (417,952) (488,503)
總權益 1,327,177 1,288,175
淨資本負債比率(%) (31.49) (37.92)

須於一年或之內償還，或按要求償還的金額：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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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經審核）

— 27,000 — 117,404

並無款項須於一年後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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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景（有關報告日期本集團所從事行業的競爭情況，以及下一報告期間及未來12個月
可能影響本集團任何已知因素或事件的評論）

從宏觀形勢上看，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國內經濟持續下行，國際經濟復蘇步伐緩慢，全球貿
易增速下降；從行業上看，國內電信行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結構性分化，光進銅退的現象
加劇，一方面光通訊產品供不應求，另一方面同軸纜需求持續下降。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集團的銷售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了大約7.3%。競爭加劇，售價持續下降。
此外，銅價長期低位徘徊，導致售價更低，並對本集團報告期內之收入產生不利影響。

在上述不利影響的背景下，公司加大了新產品開發和營銷的力度。憑藉公司較强的技術實
力和資金實力、嚴格有效的管理、全體同仁積極進取的精神，使得高毛利的新產品業務取
得了較快的發展。在剛結束的一家中國主要電信運營商的LTE集採招標中中標大約10,590萬
元，排名位居前列。天線中標金額按年增長大約112%；漏纜上半年度中標大約1.13億，按年
增長大約110%；高溫線出貨量按年增長大約31%。正是由於這些積極變化，使得公司的產
品結構不斷優化，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利潤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展望二零一六年下半年，預期上述宏觀和行業的不利影響依然存在，英國脫歐又加劇了國
際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各運營商投資收縮及光進銅退的進一步推進，RF同軸纜市
場需求及價格持續走低，公司銷售及利潤面臨不小的挑戰。所幸公司提前多年培育發展的
漏纜、天線、高溫線系列新產品開始進入良性發展期，可以彌補同軸產品的下滑。此外，結
合全球天線研發進入小型化、智能化階段及5G研發加速的背景，天線的市場需求可能與日
俱增，有望給公司帶來新的發展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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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和債權證的權益和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
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有關規定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記載於
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買賣證券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
所持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概約百分比

崔巍先生 (1) 於受控制法團的視作權益及權益 90,294,662 23.27%
張鍾女士 (2) 於受控制法團的視作權益及權益 28,082,525 7.24%
杜西平先生 實益擁有人 11,468,000 2.96%

附註：

(1) 崔巍先生實益擁有Kingever Enterprises Limited（金永實業有限公司）（「金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金永則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3.27%。

(2) 張鍾女士實益擁有Wellahead Holdings Limited（「Wellahea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Wellahead則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7.2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
人士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
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
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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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下列股東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的權益已
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存置的權益登記冊內：

於本公司的好倉：

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 

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金永 (1) 實益擁有人 90,294,662 23.27%
崔巍先生 (1) 於受控制法團的視作權益及權益 90,294,662 23.27%
Wellahead(2) 實益擁有人 28,082,525 7.24%
張鍾女士 (2) 於受控制法團的視作權益及權益 28,082,525 7.24%

附註：

(1) 金永乃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崔巍先生實益擁有。

(2) Wellahead乃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張鍾女士實益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除於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
關股份和債權證的權益和淡倉」一節所載董事的權益外，概無人士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
股份擁有權益或淡倉須予紀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內。

 使董事藉收購股份及債券獲得利益的安排

於報告期間末及報告期間內任何時候，概無存在任何安排以使本公司董事藉收購本公司或
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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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補充資料

 1. 審核委員會及其職權範圍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譚志昆先生、崔巍先生、李珺博士、浦洪先生及張鍾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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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有
關會議由譚志昆先生主持。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董事會批准採納審核委員會之經修訂及經重列職權範圍（「審
核委員會職權範圍」），以符合上市規則的近期修訂。審核委員會職權範圍將適時於香
港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

 2.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載於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的所有守則條文。

 3.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經本公司對全體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董事會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董事會所有成員均遵守於報告期間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內的規定準則。

 4. 股息

本公司建議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派發股息。

 5. 審閱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中期業績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
或審閱。

 6.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證券。

 7.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951名（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965名）僱員。員
工薪酬待遇乃經考慮市況及有關員工的個人表現後釐定，並會不時檢討。本集團亦提
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及人壽保險，並會根據合資格員工的表現及對本集團的貢
獻，向彼等獎授酌情獎勵花紅及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為其僱員採納購股權計劃
（「該計劃」）。自該計劃採納以來直至本報告日期，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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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於交易所網站作披露

本報告將於新交所網站(http://www.sgx.com)、香港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
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hengxin.com.sg)刊發。

(V) 購股權計劃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刊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
公司年報。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經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本公司於同日採納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由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起十年內有效及生效。此乃股份
獎勵計劃，成立目的是向該等為本集團利益行事之人士提供機會以取得本公司之股權，從
而與本集團之利益掛鈎，並向彼等提供獎勵，鼓勵更積極工作，為本集團賺取利益。根據
購股權計劃，董事會可酌情決定向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酌情認為對本集團有
貢獻的全體董事（不論執行或非執行，亦不論是否獨立）、本集團任何僱員（不論全職或兼
職）（不論永久或合約或榮譽性質，亦不論受薪或不受薪）授出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
的購股權賦予購股權持有人權利可認購指定數目之本公司新普通股。

購股權計劃由薪酬委員會管理，薪酬委員會成員如下：

李珺博士（主席）
崔巍先生
譚志昆先生
徐國強先生
浦洪先生

根據購股權計劃及任何其他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可以發行之股份總數合共
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已發行股份10%（即33,600,000股股份），佔本公
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約8.66%。

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任何合資格參與者的購股權（包括已行使、註
銷及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1%，惟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相關參與者及其聯繫人須放棄投票）上批准則作另論。

根據購股權計劃，購股權具有參考授出購股權時股份市價釐定的每股行使價#。授出購股權的
代價為1.00新元，須於授出日期起計28日內（或薪酬委員會可能釐定之其他期限）支付予本公司。
具有按市價設定的行使價授出的購股權，只可於授出該購股權日期起計滿一週年後但滿十週年
前行使。購股權所涉及股份可於支付相關行使價時全部或部份行使（惟購股權僅可就一手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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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或其任何完整倍數部分行使）。當購股權持有人不再為本公司或其本集團旗下任何公司全
職僱員時（薪酬委員會酌情決定的若干例外情況除外），所授出購股權將告失效。

# 行使價或認購價至少為以下最高者：

(i) 股份於發售日期（必須為營業日）於香港聯交所或新交所發佈的每日報價單所述的收市價（以較高者為
準）；及

(ii) 股份於緊接發售日期（以較高者為準）前連續五個營業日於香港聯交所或新交所發佈的每日報價單所述
的平均收市價。

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項下並無未發行的本公司股份。

於報告期內，概無授出接納任何附屬公司未發行股份的購股權，亦無因接納未發行股份的購股
權獲行使而發行的任何附屬公司任何股份。

於報告期末，概無涉及本公司或本集團相關法團購股權的未發行股份。

承董事會命 
亨鑫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崔巍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杜西平先生及徐國強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崔巍先生及
張鍾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譚志昆先生、李珺博士及浦洪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