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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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TRIGIANT GROUP LIMITED
俊知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00）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截至2016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與截至2015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
業績的比較：

• 營業額減少約人民幣154,800,000元或約10.4%至約人民幣1,335,600,000元；

• 毛利率減少約1.2個百分點至約21.4%；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減少約人民幣64,100,000元或約45.6%至約人
民幣76,400,000元；

• 純利率從約9.4%減少至約5.7%；

• 每股盈利從人民幣10.75分減少至人民幣4.88分；及

• 宣派中期股息為每股1.2港仙。

俊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組成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2016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2015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及有關說明附註載列如下。中期財務
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董事
會審核委員會進行審核。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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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335,630 1,490,443
銷貨成本 (1,050,458) (1,152,969)

  

毛利 285,172 337,474
其他收入 4 8,303 10,134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88,667) 200
銷售及分銷成本 (31,849) (32,998)
行政開支 (29,670) (28,418)
研發成本 (24,870) (21,707)
認股權證公平值變動 13 7,429 (27,346)
融資成本 (30,382) (40,626)

  

除稅前溢利 6 95,466 196,713
稅項 7 (6,222) (39,967)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89,244 156,746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6,374 140,450
非控股權益 12,870 16,296

  

89,244 156,746
  

每股盈利 9
 — 基本 4.88分 10.75分

  

 — 攤薄 4.88分 10.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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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6月30日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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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6,900 6,9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297,892 283,211
土地使用權 74,784 75,842
無形資產 102,854 108,904
商譽 10 41,773 41,773
可供出售投資 6,755 6,375

  

530,958 523,005
  

流動資產
存貨 120,973 95,68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225,190 3,055,860
已抵押銀行存款 425,262 541,428
銀行結餘及現金 335,260 233,825

  

4,106,685 3,926,79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540,412 418,106
銀行借貸 — 於一年內到期 1,350,562 1,302,315
應付稅項 38,996 39,444

  

1,929,970 1,759,865
  

流動資產淨值 2,176,715 2,166,9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07,673 2,689,939
  

非流動負債
政府補貼 2,680 1,073
遞延稅項 8,591 30,184
認股權證 13 268 7,617

  

11,539 38,874
  

淨資產 2,696,134 2,65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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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651 12,651
儲備 2,538,366 2,506,16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551,017 2,518,818
非控股權益 145,117 132,247

  

總權益 2,696,134 2,65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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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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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按公平值計量的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
製。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
製本集團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有關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的會計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措施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8號（修訂本）

澄清折舊及攤銷的可接受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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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合併的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2年至2014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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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期內就已售貨品已收及應收代價的公平值，扣除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

本集團的主要營運決策者為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彼等負責審閱以下按產品劃分的可
報告及經營分部業務：

• 饋線系列

• 光纜系列及相關產品

• 阻燃軟電纜系列

• 新型電子元件

• 其他配件（包括功分器、耦合器及合路器）

上述分部乃按就作出有關資源分配的決策及評估本集團表現而編製及供執行董事定期
審閱的內部管理報告予以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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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指各分部賺取的毛利（分部收入減分部銷貨成本）。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銷售及分銷成本、行政開支、研發成本、認股權證公平值變動、融資成本及稅項並非分配
至各可報告分部。此乃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執行董事報告的計量方法。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的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饋線系列
光纜系列及
相關產品

阻燃軟電纜
系列

新型電子
元件 其他配件

分部間
撇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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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 外部銷售 663,846 389,899 224,132 51,646 6,107 – 1,335,630
— 分部間銷售 – 168,420 218 – – (168,638) –

       

663,846 558,319 224,350 51,646 6,107 (168,638) 1,335,630
銷貨成本 (516,272) (479,752) (183,088) (34,707) (5,277) 168,638 (1,050,458)

       

分部業績 147,574 78,567 41,262 16,939 830 – 285,172
      

未分配收入及開支：
 其他收入 8,303
 其他收益及虧損 (88,667)
 銷售及分銷成本 (31,849)
 行政開支 (29,670)
 研發成本 (24,870)
 認股權證公平值變動 7,429
 融資成本 (30,382)

 

除稅前溢利 95,466
稅項 (6,222)

 

期內溢利 8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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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饋線系列
光纜系列及
相關產品

阻燃軟電纜
系列

新型電子
元件 其他配件

分部間
撇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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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 外部銷售 797,929 375,967 248,233 51,282 17,032 – 1,490,443
— 分部間銷售 – 150,357 350 – – (150,707) –

       

797,929 526,324 248,583 51,282 17,032 (150,707) 1,490,443

銷貨成本 (609,436) (444,159) (198,450) (37,149) (14,482) 150,707 (1,152,969)
       

分部業績 188,493 82,165 50,133 14,133 2,550 – 337,474
      

未分配收入及開支：
 其他收入 10,134

 其他收益及虧損 200

 銷售及分銷成本 (32,998)

 行政開支 (28,418)

 研發成本 (21,707)

 認股權證公平值變動 (27,346)

 融資成本 (40,626)
 

除稅前溢利 196,713

稅項 (39,967)
 

期內溢利 156,746
 

4. 其他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貼 387 291

利息收入 6,684 8,433

租金收入 200 200

其他 1,032 1,210
  

8,303 1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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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呆壞賬撥備 (81,659) –

匯兌（虧損）收益 (7,008) 70

投資物業的公平值變動收益 – 130
  

(88,667) 200
  

6.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050,458 1,152,969

土地使用權經營租賃租金 1,557 87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6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955 13,967

無形資產攤銷 6,050 6,050

並經計入：

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總額
 （扣除零直接經營開支） 200 200

  

7.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支出（計入）包括：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企業所得稅 27,815 40,956

 遞延稅項 (21,593) (989)
  

期內稅項 6,222 39,967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中國有關法律法規按適用稅率計算。

根據有關法律法規，本公司中國的主要附屬公司獲認可為高新科技企業，故可根據中國
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獲享優惠稅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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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相關稅法，按企業所得稅法第3及37條以及實施條例第91條，中國實體須就自
2008年1月1日以來產生的溢利向海外投資者分派的股息繳納10%的預扣稅。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在香港並無取得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計
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8.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就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宣派末期股息每股3.5港仙（截至2015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就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而言為末期股息每股7港仙）。本中期
期間已宣派有關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總額為54,722,500港元（相等於約
人民幣46,309,000元）（2015年：91,35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72,051,000元））。

董事已於本中期期終後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2港仙（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7港仙）。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76,374 140,450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563,500,000 1,306,782,044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及認股權證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於兩個期間的平均市價，因此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時假設未行使本公司購股權及認股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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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商譽

商譽分配至各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於2016年6月30日，董事對商譽的賬面值
進行審閱及釐定概無含有商譽的現金產生單位出現任何減值。該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
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釐定。該計算採用基於本公司管理層所批准5年期財務預算作
出的現金流量預測及16.  43%（2015年12月31日：16.43%）的折現率。5年後現金產生單位的
現金流量採用3%（2015年12月31日：3%）的穩定增長率推算。該增長率以相關行業預測增
長率為基礎，並無超過相關行業長期平均增長率。使用價值計算所用其他主要假設與估
計現金流入╱流出（包括預算銷售及毛利率）有關，該估計以現金產生單位過往表現及管
理層對市場發展的預期為基礎。董事認為任何該等假設的任何合理可能變動不會導致該
現金產生單位的總賬面值超出該現金產生單位可收回金額總和。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介乎180日至360日的信貸期。

以下為於各報告期末的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分析及淨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
齡分析乃根據發票日期或交付日期（與各相關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淨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賬齡為
 0–90日 885,419 831,608

 91–180日 604,318 748,358

 181–365日 1,163,955 1,239,015

 超過365日 544,511 208,513
  

3,198,203 3,027,494

土地使用權的流動部分 2,120 2,120

應收利息 8,002 7,738

其他應收款項 3,844 12,132

預付開支 10,745 4,254

員工墊款 2,276 2,122
  

3,225,190 3,05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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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於各報告期末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分析及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
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

於2016年 於201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賬齡為
 0–90日 241,351 138,489

 91–180日 173,212 216,993

 181–365日 27,157 1,144
  

441,720 356,626

應計開支 10,044 9,695

應付薪俸及福利 9,621 17,087

其他應付稅項 10,257 12,770

來自供應商的按金 11,528 11,860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1,418 65

應付股息 46,771 –

其他應付款項 9,053 10,003
  

540,412 418,106
  

13. 認股權證

於期內本公司於2014年4月發行之認股權證（「認股權證」）賬面值變動載列如下：

人民幣千元

於2016年1月1日 7,617

公平值變動 (7,429)

匯兌調整 80
 

於2016年6月30日 268
 

於2016年6月30日，未行使的認股權證的公平值為人民幣268,000元（2015年12月31日：人民
幣7,617,000元）。本期間確認公平值變動人民幣7,429,000元，且該款項已計入損益（截至
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7,346,000元於損益中扣除）。概無認股權證於本期間及
過往期間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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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期內」），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受中國經濟放緩
及銅價下滑所影響。同時宏觀經濟增長保持疲弱，眾多投資者轉向低風險投
資 產 品，從 而 導 致 商 品 價 格 持 續 走 低，其 中 銅 價 相 較 於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約
16.2%。銅是本集團饋線系列及阻燃  軟電纜系列產品的主要原材料，而該等產
品的售價與銅價掛鈎，因此售價隨銅價下跌，進而導致本集團該等產品期內
的營業額及毛利下滑。然而，本集團預期產品售價將會受惠於2016年開始漸
趨穩定的商品價格。

對手機遊戲、戶外現場直播、網絡視頻及甚至網絡購物等移動應用的需求將
因迅猛發展的移動通訊市場而持續增加，且移動電話用戶數目呈穩定增長趨勢。
根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公佈的統計數據，4G移動電話用戶數目
從2015年12月的約3.90億增至2016年6月的約6.12億。由於本集團產品屬於移動
通信網絡不可或缺之設備，本集團的銷售量持續錄得穩定增長。就光纜安裝
及高速寬帶覆蓋範圍而言，隨著加快貫徹「寬帶中國」及「光纖到戶」（「光纖到戶」）
政策，光纖到戶用戶的數目飆升至約1.80億，佔中國寬帶用戶總數的約68.4%。
受惠於不斷增長的需求及日益增多的用戶數目，本集團自光纜系列產品所得
營業額持續錄得增長。

誠如以上所述，中國三大電信營運商持續增加彼等於通信基礎設施的投資，
4G網絡及寬帶用戶數目於2016年上半年保持高速增長。此外，中國廣播電視
網絡有限公司於2016年5月獲工信部授予基礎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將成為中
國第四家電信營運商。本集團產品屬移動通信及光纜傳輸網絡的核心部分，
且彼等的應用範圍正隨著通信市場不斷增長的需求而擴展。因此，該等產品
的發展前景令人振奮。

業績分析

期內，由於移動通信市場不斷增長的需求，本集團饋線系列及阻燃  軟電纜系
列的銷售量錄得穩定增長。然而，本集團饋線系列及阻燃  軟電纜系列的售價
因與其主要原材料銅的價格掛鈎病因銅價較去年同期相比下跌約16.2%而有
所下調。同時，中國的主要電信營運商投資相對更多的室內移動網絡建設（其
主要使用單價較低的小規格饋線）。因此，期內的饋線系列及阻燃  軟電纜系列
的營業額同比下降。



– 13 –

儘管光纜系列的營業額持續增加，本集團營業額從2015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1,490,400,000元下降約10.4%至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335,600,000元。本集團毛
利從2015年上半年約人民幣337,500,000元下降約15.5%至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
幣285,200,000元，本集團毛利率從2015年上半年約22.6%下降約1.2個百分點至
2016年上半年約21.4%。

期內，本集團錄得匯兌虧損約人民幣7,000,000元，因為若干銀行貸款是以外幣
計值及因此受人民幣匯率波動所影響。此外，就貿易應收款項作出呆壞賬撥
備約人民幣81,700,000元，此乃由於客戶就若干貿易應收款項延長付款期所致。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期 內 溢 利 從2015年 上 半 年 約 人 民 幣140,500,000元 下 降 約
45.6%至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76,400,000元。純利率同比下降約3.7個百分點至
約5.7%。

營業額按產品劃分

截至 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同比變化 同比變化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射頻同軸電纜系列 663,846 797,929 –134,083 –16.8%
光纜系列及相關產品 389,899 375,967 +13,932 +3.7%
阻燃軟電纜系列 224,132 248,233 –24,101 –9.7%
新型電子元件 51,646 51,282 +364 +0.7%
其他配件 6,107 17,032 –10,925 –64.1%

    

合共 1,335,630 1,490,443 –154,813 –10.4%
    

饋線系列 — 佔總營業額約49.7%

受惠於不斷增長的移動通信網絡建設，饋線系列之銷售量同比增長7,300公里
至約78,700公里。然而，饋線系列之均價下降主要由於主要原材料銅的均價同
比下降約16.2%以及電信營運商於期內增加室內移動網絡建設（其主要使用單
價較低的小規格饋線）的比例所致。期內，饋線系列之營業額同比下降約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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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約人民幣663,800,000元。由於本集團採納成本加成的定價模式，倘銅價波動，
則饋線的售價會作出相應調整從而有效幫助穩定毛利率。但是，為增強競爭
能力，本集團亦於期內調低饋線產品價格，從而導致毛利率同比下降約1.4個
百分點至約22.2%。

光纜產品系列 — 佔總營業額約29.2%

「寬帶中國」及「光纖到戶」政策引致對光纜的需求不斷增長，進而帶動本集團
光纜業務的持續增長。期內，本集團把握市場機遇，擴大光纜系列的年產能。
光纜系列於期內的銷售量同比增長約650,000芯公里至約4,400,000芯公里。光纜
系列於期內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389,900,000元，同比增加約3.7%。

阻燃軟電纜系列 — 佔總營業額約16.8%

本集團的另一主要產品阻燃軟電纜系列亦受惠於全國性的移動通信網絡建設。
然而，由於其平均售價亦因銅價下跌所影響，阻燃軟電纜系列期內的營業額
同比下降約9.7%至約人民幣224,100,000元。

主要客戶及銷售網絡

憑藉良好的往績記錄、多元的產品組合、優異的產品質量和全面快捷的售後
服務，本集團與中國三大電信營運商保持穩定合作關係。於2016年6月30日，
本集團與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中國聯通」）所有31家省級附屬公司，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中國移動」）31家省級附屬公司中的27家及中國電信
集團公司（「中國電信」）31家省級附屬公司中的26家保持業務關係。期內，來自
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及中國電信之營業額分別佔整體營業額約37.0%、33.5%及
18.2%。除與中國三大電信營運商保持密切關係外，本集團亦與中國鐵塔股份
有限公司（「中國鐵塔」）維持良好業務關係。截至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已向中
國鐵塔24家省級附屬公司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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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獎項及認可

截至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於中國獲取76項專利及研發了84項新產品，其
中44項產品更獲得江蘇省科學技術廳授予高新技術產品認證。於2016年，本集
團獲得多個獎項及殊榮，包括：

• 根據中國電子元件行業協會光電線纜分會的統計，按饋線銷售量計算，本
集團的主要附屬公司江蘇俊知技術有限公司（「俊知技術」）於2010年至2015
年連續六年在中國饋線製造商中排名第一；

• 俊知技術獲工信部命名為工業品牌培育示範企業；及

• 俊知技術於2016年第29屆中國電子元件百強企業中排名第14。

展望與未來計劃

於2016年上半年，由於銅價下跌、規格組合變動及售價調整的綜合影響，饋線
業務發展放緩。不過，隨著商品價格日益穩定及市場情緒正在轉呈積極向好，
本集團預期饋線及阻燃軟電纜系列業務發展前景良好。

中國3G及4G網絡覆蓋範圍的進一步發展，4G商用所帶動的快速持續增長及「互
聯網+」的急速發展將逐步刺激及提升通信網絡的持續建設，其將於2016年下
半年為通信設備供應商帶來更多機遇。於2016年4月28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
工信部表示，其將繼續加快4G網絡建設，同時改善4G網絡覆蓋範圍的廣度和
深度，其估計於2016年約有2.6億以上的4G用戶，這意味著中國的4G用戶總數
將達到約7億。中國的三大電信營運商將繼續推進彼等的4G網絡建設。此外，
工信部表示其將推行「三網融合」項目（即電信網、互聯網及廣播電視網的融合），
開展5G網絡技術試驗及授出商業許可證的初步研究，並積極參與發展5G網絡
的國際標準。

不斷增長的用戶數目以及日益增加的多元需求已為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及相
關服務的發展打好基礎。本集團將繼續提升其研發實力、產品質量及生產能
力以及推行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同時，本集團將根據市場需求調整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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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渠道，並借助銷售市場的高效市場推廣策略及良好的溝通技巧，與中國
三大電信營運商及中國鐵塔保持密切關係，從而進一步拓展業務及收入來源。

隨著近年來「寬帶中國」的推進，中國的高速寬帶覆蓋範圍及光纖到戶用戶的
比例一直呈增加趨勢，為本集團的光纜業務帶來更多機遇。工信部表示，到
2016年底，其將努力實現光纖網絡於中國設區城市的全面覆蓋。於2016年下半
年，光纖到戶政策的實施將獲進一步貫徹，城鎮地區老舊住宅社區的光纖改
造項目將加速城鎮光纖網絡的建設，以及實現工信部提出的光纖網絡到2016
年年底全面覆蓋城鎮地區的計劃。根據上文所述，預期這將為更高質量的互
聯網應用及本集團光纜產品的廣泛應用範圍打下牢固基礎。本集團將及時提
升光纜產能，以準備迎接「寬帶中國」等政策為光纖寬帶市場帶來的機遇。

在鞏固國內市場發展的同時，本集團亦積極開拓廣闊的海外市場。期內，本
集團集中加強拓展東南亞及中東市場，並積極尋求更多合作機遇。於2016年
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參加於迪拜、泰國及其他地區舉行的電信展覽，以取
得更多訂單，為本集團日後進一步開拓於東南亞及中東國家的市場奠定穩固
基礎。

由於俄羅斯經濟逐步復甦，本集團繼續拜訪當地電信營運商，鞏固其業務網
絡及尋求更多市場機遇。本集團亦積極在印度及南韓建立業務據點，務求開
拓更多業務市場。

財務回顧

營業額

營業額由2015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490,4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54,800,000元或
10.4%至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335,600,000元。來自銷售光纜系列的營業額增
加約人民幣13,900,000元，被饋線系列、阻燃軟電纜系列及其他配件的營業額
分別減少約人民幣134,100,000元、人民幣24,100,000元及人民幣10,900,000元所抵
銷。饋線系列及阻燃軟電纜營業額減少乃主要由於2016年上半年平均銅價下
跌（主要原材料的價格與售價掛鈎），及本集團為提升競爭力而調低饋線系列
的售價導致售價降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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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於兩個期間內，已耗材料成本仍佔銷售成本的主要部分。隨著營業額減少，
銷售成本由2015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153,0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02,500,000元
或8.9%至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050,500,000元。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2015年上半年約人民幣337,5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52,300,000元或15.5%
至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85,200,000元。整體毛利率由2015年上半年約22.6%下
跌至2016年上半年約21.4%。整體毛利率下跌乃主要由於較低毛利率的光纜系
列銷售佔比增加及降低饋線系列售價所致。

其他收入

其 他 收 入 由2015年 上 半 年 約 人 民 幣10,100,000元 減 少 約 人 民 幣1,800,000元 或
18.1%至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8,300,000元，主要是由於利息收入減少約人民
幣1,700,000元所致。

其他收益及虧損

2016年上半年產生其他虧損約人民幣88,700,000元，而2015年上半年則錄得其
他收益約人民幣200,000元。2016年上半年產生其他虧損主要由於錄得匯兌虧
損約人民幣7,000,000元（而2015年上半年則錄得匯兌收益約人民幣100,000元，）
及呆壞賬撥備約人民幣81,700,000元。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2015年上半年約人民幣33,0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200,000
元或3.5%至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31,800,000元，主要由於持續的成本控制計
劃而減少的市場推廣及應酬費用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2015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8,4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300,000元或4.4%
至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9,700,000元，主要是由於增加行政員工的薪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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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成本

研 發 成 本 由2015年 上 半 年 約 人 民 幣21,700,000元 增 加 約 人 民 幣3,200,000元 或
14.6%至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4,900,000元，主要是由於針對通信網絡需求拓
寬本集團的產品組合品類產生的額外研發成本所致。

認股權證公平值變動

本公司發行認股權證，授予認股權證的持有人行使權利認購最多200,000,000
股本公司股份，而該等認股權證於每個財務狀況表日期按公平值重新計量，
公平值變動記錄於損益。公平值變動與本集團之經營業績無關。認股權證採
用二項式模式按公平值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於2016年上半年確認認股
權證公平值變動收益約人民幣7,400,000元，而於2015年上半年確認認股權證公
平值變動虧損約人民幣27,300,000元。

融資成本

融 資 成 本 由2015年 上 半 年 約 人 民 幣40,600,000元 減 少 約 人 民 幣10,200,000元 或
25.2%至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30,400,000元，主要是由於主要以人民幣計值的
銀行借款利率降低。

稅項

稅 項 支 出 由2015年 上 半 年 約 人 民 幣40,000,000元 減 少 約 人 民 幣33,800,000元 或
84.4%至2016年上半年約人民幣6,200,000元。本集團的企業所得稅來自中國主
要附屬公司，該等公司由於彼等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享有減免企業所得稅
率15%。於2016年上半年稅項支出減少主要由於中國主要附屬公司之應課稅
溢利減少及呆壞賬撥備產生的遞延稅項抵免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由於上文所述及非控股權益應佔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由2015年
上半年約人民幣140,5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64,100,000元或45.6%至2016年上半
年約人民幣76,400,000元及純利率相應由2015年上半年約9.4%減至2016年上半
年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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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的業務營運資金一般來自股東資金、內部產生現金流及銀行借貸。長
遠而言，本集團的業務營運資金將來自內部產生現金流，並於有需要時新增
股本融資及銀行借貸。

下表載列截至2016年及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現金流概要：

截至6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所用）產生現金淨額 (15,210) 33,399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90,240 (154,898)
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26,405 143,963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為約人民幣
760,500,000元，其中大部分以人民幣計值。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借
貸總額為約人民幣1,350,600,000元，須於一年內償還。於2016年6月30日，銀行
借貸總額中的人民幣537,000,000元為定息借貸，而約人民幣813,600,000元為浮
息借貸。於2016年6月30日，銀行借貸中約人民幣1,177,000,000元以人民幣計值、
約人民幣136,800,000元以港元計值及約人民幣36,800,000元以歐元計值。

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計值，因此，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金融工具以對
沖所承受的外幣風險。本集團現無任何外幣對沖政策，但將於有需要時考慮
對沖其所承受的外幣風險。

資本負債比率

資 本 負 債 比 率 由 於2015年12月31日 的 約19.9%  上 升 至 於2016年6月30日 的 約
21.9%。有關上升主要由於籌集額外銀行借款來滿足支持業務持續增長所需
額外營運資金所致。資本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總額減去已抵押銀行存款以及
銀行結餘及現金後除以總權益計算。

資產抵押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已向若干銀行抵押其賬面值為約人民幣425,300,000
元（2015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541,400,000元）之若干銀行存款，作為本集團獲授
的信貸融資抵押。

或然負債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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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聘有約1,000名（2015年12月31日：1,000名）僱員。為提
高僱員士氣和生產力，本公司按僱員的表現、經驗和當前行業慣例支付薪酬，
並每年檢討管理人員及部門主管的酬金政策及待遇。除基本薪金外，本公司
亦會根據內部表現評估決定僱員的表現掛鈎薪金。此外，本公司於2014年5月
採納購股權計劃，讓本公司向（其中包括其他人士）其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
以留聘本集團精英人員及激勵彼等為本集團作出貢獻。

本集團亦投資於管理人員及其他僱員的持續教育及培訓計劃，藉以提升彼等
的技能和知識。該等培訓課程包括本集團管理層開辦的內部培訓課程以及由
專業培訓人員提供的外部培訓課程，範疇涵蓋生產人員的技術培訓以至管理
人員的財務及行政培訓。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向於2016年9月15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
2016年上半年的中期股息每股1.2港仙（2015年上半年：7港仙）。中期股息將於
2016年11月25日（星期五）或前後派付。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中期股息的權利，本公司將於2016年9月13日（星期二）至2016年9月15日（星
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本公司股
份轉讓登記。為符合資格獲取2016年上半年的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16年9月 12日（星期一）下午4時30分前遞交本公司的香
港股份過戶登記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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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作為其本
身的企業管治守則。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在適
用及許可範圍下遵照企管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董事將盡最大努力促使本公
司遵守有關守則，並根據上市規則就偏離有關守則作出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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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
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的規定交易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制定其書面職權範圍，審
核委員會負責（其中包括）檢討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
險管理系統。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潘翼鵬先生、金曉峰
教授、吳偉雄先生及賈麗娜女士。潘翼鵬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本集團2016
年上半年的中期業績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
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對本集團2016年上半年的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 (www.trigiant.com.hk)刊載。本公司2016年上半年的中期報告載有
上市規則規定的一切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聯交所及本
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錢利榮

香港，2016年8月24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錢利榮先生（主席）及蔣唯先生（集團行
政總裁）；一名非執行董事馮均鴻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金曉峰教授、
潘翼鵬先生、吳偉雄先生及賈麗娜女士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