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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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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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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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1.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增加約人民幣124.8百萬元或17.1%至約人民幣
852.8百萬元

2. 毛利額增加約人民幣37.9百萬元或26.1%至約人民幣183.4百萬元

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增加約人民幣18.1百萬元或35.8%至約人民幣68.6百萬元

4.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0.177元

5. 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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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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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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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52,820 728,015
銷售成本 (669,449) (582,571)

毛利 183,371 145,444
其他經營收入 6 11,394 9,158
銷售及分銷開支 (51,639) (50,230)
行政開支 (30,269) (17,911)
其他經營開支 (30,774) (25,223)
攤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1,485) 261
財務費用 7 (62) (879)

稅前溢利 8 80,536 60,620
所得稅開支 9 (11,978) (10,12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 68,558 50,491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海外業務 — 匯兌差異 324 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68,882 50,5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元） 12 0.177 0.130

每股股息（人民幣元） 10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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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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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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 (5,212) –80.0
存貨撇減 1,415 31 4,464.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199 9,722 15.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54) (7) 671.4
租賃預付款攤銷 677 677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009 (460) 不適用
利息開支 62 879 –92.9
利息收入 (2,035) (4,599) –55.8
研發開支 28,203 24,620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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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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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預付款項 1,355 1,355
存貨 205,140 170,296
其他投資 50,000 29,000
貿易應收款項 14 774,426 515,022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75,839 78,634
已抵押現金存款 5,856 6,019
現金及銀行結餘 289,040 554,209

流動資產總額 1,401,656 1,354,535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143,762 146,112
租賃預付款項 50,017 50,695
其他應收款項 20,372 22,872
聯營公司 19,107 20,592
其他投資 32,947 32,947
遞延稅項資產 731 77

非流動資產總額 266,936 273,295

總資產 1,668,592 1,627,830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短期貸款 — 27,000
貿易應付賬款 15 137,013 118,170
其他應付款項 59,636 70,466
應付所得稅 6,303 5,527

流動負債總額 202,952 221,163

流動資產淨值 1,198,704 1,13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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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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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9 5,203
遞延稅項負債 6,082 5,505

非流動負債總額 10,771 10,708

總負債 213,723 231,871

淨資產 1,454,869 1,395,95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 295,000 295,000
一般儲備 211,225 200,601
特別儲備 (6,017) (6,017)
公平值儲備 18,955 18,955
匯兌儲備 (479) (803)
累計溢利 936,185 888,223

總權益 1,454,869 1,395,959

總權益及負債 1,668,592 1,62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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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 公司層面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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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40,290 15,153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452 5,607

流動資產總額 50,742 20,760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 8
其他應收及預付款項 — 42,675
附屬公司 392,544 396,385

非流動資產總額 392,566 439,068

總資產 443,308 459,828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024 1,461

流動負債總額 1,024 1,461

流動資產淨值 49,718 19,299

總負債 1,024 1,461

淨資產 442,284 458,36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95,000 295,000
累計溢利 147,284 163,367

總權益 442,284 458,367

總權益及負債 443,308 45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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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稅前溢利 80,536 60,620
經以下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199 9,722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677 677
貿易應收賬款呆賬撥備撥回 (1,045) (5,212)
存貨撇減 1,415 3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54) (7)
財務費用 62 879
利息收入 (2,035) (4,599)
攤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1,485 (261)
投資收入 (272) —
未變現外匯虧損╱（收益） 2,303 (2,964)

94,271 58,886

下列各項變為：
貿易應收賬款 (258,359) (109,395)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5,295 (172)
存貨 (36,259) 20,747
貿易應付賬款 18,843 3,584
其他應付款項 (11,344) (3,225)

經營活動所耗現金 (187,553) (29,575)
已付利息 (62) (879)
已收利息收入 2,035 4,599
已付所得稅 (11,279) (7,834)

經營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196,859) (33,689)

投資活動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9,107) (10,22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59 3,428
收購其他投資 (50,000) —
出售其他投資所得款項 29,272 —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股權 — (36,000)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29,476) (42,795)

融資活動
償還短期銀行貸款 (27,000) (118,274)
短期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 27,870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 163 14,458
已付股息 (9,972) (11,524)

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36,809) (87,47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263,144) (163,954)
匯率變動對所持現金的影響 (2,025) 2,999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4,209 605,907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9,040 44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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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集團 — 人民幣千元 股本 一般儲備 特別儲備
公平值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溢利 合計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295,000 200,601 (6,017) 18,955 (803) 888,223 1,395,95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324 68,558 68,882

已付股息 — — — — — (9,972) (9,972)

轉撥至儲備 — 10,624 — — — (10,624) —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295,000 211,225 (6,017) 18,955 (479) 936,185 1,454,869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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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35 50,491 50,526

已付股息 — — — — (11,524) (11,524)

轉撥至儲備 — 7,803 — — (7,803) —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295,000 190,701 (6,017) (1,279) 848,772 1,327,177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 — 人民幣千元 股本 累計溢利 合計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295,000 161,851 456,85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4,595) —

已付股息 — (9,972) (9,97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295,000 147,284 442,28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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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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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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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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之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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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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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就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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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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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四個經營分部如下：

— 製造及銷售移動通信用射頻同軸電纜（「射頻同軸電纜」）

— 電信設備及配件（「配件」）

— 生產及銷售天線（「天線」）

— 其他（包括漏纜、高温線（「高温線」））及天線測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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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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根據決定分部之間的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上供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的有關集團不同
部門的內部報告，作為釐定其經營分部的基準。

根據向執行董事呈報之分部資料，本集團劃分為五條產品線：射頻同軸電纜、電信設備及配件、耐高溫電纜、
天線及天線測試服務。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呈列三大產品，即射頻同軸電纜、電信設備及配件及天線
作為可呈報分部。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呈列兩大產品，即射頻同軸電纜及電信
設備及配件作為可呈報分部。其他產品不符合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釐定可呈報
分部的數量門檻，因而合併一起。

有關各可呈報分部的資料列載如下。除稅前分部溢利（虧損）用以計量表現，因為管理層認為該資料在評估相
關分部與於相同行業中經營的其他實體的業績時屬最具意義。

可呈報分部

射頻同軸 

電纜
電信設備及 

配件 天線
可呈報分部 

總計
所有其他 

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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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收入 416,568 227,885 154,111 798,564 54,256 852,820

除稅前分部溢利（附註1) 25,247 44,395 2,966 72,608 6,997 79,605

利息收入 994 544 368 1,906 129 2,035

財務費用 (30) (17) (11) (58) (4) (62)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331 181 122 634 43 677

存貨撇減 83 3 1,320 1,405 9 1,415

折舊開支 5,468 2,991 2,023 10,482 712 11,19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
分部資產（附註2) 809,668 442,931 299,539 1,552,138 105,456 1,657,594

資本開支（附註3) 4,448 2,434 1,646 8,528 579 9,107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
分部負債（附註2) 103,895 56,836 38,436 199,167 13,532 21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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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分部

射頻同軸 

電纜
電信設備及 

配件
可呈報分部 

總計
所有其他 

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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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 496,205 186,962 683,167 44,848 728,015

除稅前分部溢利（附註1) 29,746 29,603 59,349 898 60,247

利息收入 3,137 1,182 4,319 280 4,599

財務費用 (599) (226) (825) (54) (879)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462 174 636 41 677

存貨撇減 — — — 31 31

折舊開支 6,623 2,496 9,119 599 9,718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
產（附註2) 1,112,099 398,348 1,510,447 111,472 1,621,919

資本開支（附註3) 6,967 2,625 9,592 630 10,222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負
債（附註2) 157,985 56,589 214,574 15,836 230,410

附註1：

除稅前分部溢利指各分部所得溢利（未抵扣分配的中央行政費用、獨立董事袍金、利息收入、匯兌收益及虧
損及公司層面的財務費用）。

附註2：

分部資產指各經營分部應佔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預付款項、聯營公司、其他投資、遞延稅項資產、存
貨、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部負債指各經營分部應佔的遞延收入、遞延稅
項負債、短期貸款、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所得稅。

附註3：

分部資本開支是報告期內為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商譽以外）產生的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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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呈報分部的資料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指標對賬

本集團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可呈報分部除稅前溢利總額 72,608 59,349

其他分部除稅前溢利 6,997 898

未分配金額：
— 其他收入 9,359 4,559
— 其他開支（附註4） (2,572) (602)
— 攤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1,485) 261
— 其他未分配金額 (4,371) (3,845)

80,536 60,620

本集團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總資產 1,552,139 1,510,447

其他分部資產 105,456 111,472

其他未分配金額（附註5） 10,997 5,911

綜合總資產 1,668,592 1,627,830

負債
可呈報分部總負債 199,167 214,574

其他分部負債 13,532 15,836

其他未分配金額（附註5） 1,024 1,461

綜合總負債 213,723 231,871

附註4：

不包括研究及開發開支。

附註5：

未分配資產主要指本公司層面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未分配
負債指本公司層面的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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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重大項目

可呈報及 

所有其他分部
總計 調整 綜合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折舊開支 11,194 5 11,199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折舊開支 9,718 4 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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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本集團業務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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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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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760 640,621 231,989 241,260

印度 42,807 38,928 1,247 3

其他 78,253 48,466 22 8

合計 852,820 728,015 233,258 241,271

* 不包括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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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852,811 727,998

服務收入 9 17

852,820 72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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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貼 8,320 2,667

利息收入 2,035 4,599

已收賠償申索 288 783

投資收入 272 —

匯兌收益淨額 — 46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54 7

其他 425 642

合計 11,394 9,158

7.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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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87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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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出售之存貨成本（包括存貨撇減） 668,034 582,54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199 9,722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677 677

貿易應收賬款呆賬撥備撥回 (1,045) (5,212)

僱員福利開支 88,422 69,539

員工成本總額
界定供款計劃成本 2,904 3,632

董事費用 — 本公司董事 822 782

董事酬金：
本公司董事 1,112 931

附屬公司董事 — 3

匯兌收益淨額，已計入其他經營收益 — (460)

匯兌虧損淨額，已計入其他經營開支 2,00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5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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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13,061 9,087

遞延 (1,083) 1,042

11,978 10,129

本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率為17%（二零一六年：17%）。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江蘇亨鑫科技有限公司（「江蘇亨鑫」）於
二零一七年的適用所得稅率為15%（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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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股息

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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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新加坡千元
千股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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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盈利乃以期內本公司擁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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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 基本 0.177 0.130

— 攤薄 0.177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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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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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9.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2百萬元）。

14. 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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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912 463,781

呆賬撥備 (13,393) (14,438)

貿易應收賬款淨額 706,519 449,343

應收票據 67,907 65,679

總計 774,426 51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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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
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逾期 658,707 469,455

逾期1至90天 83,645 28,109

逾期91至180天 28,229 13,819

逾期超過180天 3,845 3,639

774,426 515,022

貿易應收賬款呆賬撥備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 14,438 14,113

撥回損益 (1,045) (5,212)

於六月三十日 13,393 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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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應付賬款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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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13 11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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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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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89 117,519

91至180日 99 9

181至360日 16 —

超過360日 409 642

137,013 11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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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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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869 1,395,959 442,284 45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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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3.60 1.1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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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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製成品 4,918 —

購買原材料 20,650 13,598

蘇州亨利通信材料有限公司為亨通集團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而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崔巍先生之父為亨
通集團有限公司主要股東。崔巍為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總已發行股份之23.27%，並對本公司有重大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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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3,571 2,89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0 72

總計 3,651 2,971

18. 資本承擔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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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7 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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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經營租賃安排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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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一年 1,027 943

一年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710 759

1,737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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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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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728.0
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24.8百萬元或約17.1%，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
零一七年上半年」或「報告期間」）約人民幣852.8百萬元。

 射頻同軸電纜

來自射頻同軸電纜的收入，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496.2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79.6
百萬元或約16.0%，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約人民幣416.6百萬元。

 電信設備及配件

來自電信設備及配件的收入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87.0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40.9
百萬元或約21.9%，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27.9百萬元。

 天線

由於天線已符合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釐定可呈報分部的數量門檻，故天線於二零一七年上半
年已單獨分類為一個可呈報分部。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自天線產生的收益為約人民幣154.1
百萬元，而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天線收益計入其他分部，為約人民幣29.4百萬元。

 其他（漏纜、高溫線及天線測試服務）

來自此分部的收入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44.8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9.5百萬元或約
21.2%，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約人民幣54.3百萬元。增幅主要源於漏纜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
錄得銷售收入約人民幣40.0百萬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並無這項產品之收入），惟漏纜的相
關銷售收入增幅因受到天線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重新分類為一個可呈報分部而抵銷（漏纜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銷售為約人民幣29.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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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率

與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約20.0%比較，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整體毛利率約為21.5%，
按年增長1.5個百分點。與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28.2%相比，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配件錄得較高
的毛利率32.6%，因而提高本集團整體毛利率。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銅價適度下跌及本集團之
高效處理帶動毛利率整體上升。本集團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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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經營收入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其他經營收入約為人民幣11.4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9.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2百萬元或約23.9%，此乃由於(i)獲授予的政府補貼增加；(ii)所
賺取的利息收入減少；及(iii)與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外匯收益淨額相比，於報告期間錄得外
匯虧損淨額的綜合影響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人民幣51.6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
幣50.2百萬元，輕微增加約人民幣1.4百萬元或約2.8%。增幅主要由於因本集團於報告期間
加大力度推廣天線及漏纜產品而導致營銷人員及於報告期間開展的活動的薪金開支增加所
致。

 行政開支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行政開支約人民幣30.3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7.9百萬元
增加約人民幣12.4百萬元或約69.3%。增幅主要由於(i)員工成本按年增加約人民幣7.0百萬
元；(ii)撥回貿易應收賬款呆賬撥備減少約人民幣4.2百萬元；及(iii)陳舊存貨撥備增加約人
民幣1.4百萬元。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其他經營開支約為人民幣30.8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25.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5.6百萬元或約22.2%。增幅源於報告期間客人對新產品及現有產
品規格的持續要求，致使研發開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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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收購綿陽鑫通實業有限公司（前稱為綿陽市思邁實業有限公
司）（「綿陽鑫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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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綿陽鑫通經營業績較差，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確認之按比例攤佔虧損約人民幣1,485,000
元。

 財務費用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財務費用約為人民幣0.1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0.9百萬
元，減少約人民幣0.8百萬元或約88.9%。減幅乃由於報告期間悉數償還短期貸款所致。

 所得稅前溢利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稅前溢利約為人民幣80.5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60.6百
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9.9百萬元或約32.8%，升幅乃由於報告期間銷售及毛利率水平增加所
致。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江蘇亨鑫自二零一四年獲選為中國高科技企業起，享有為期三
年的15%優惠稅率。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12.0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
10.1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9百萬元或約18.8%。增加與報告期間除稅前溢利增加一致。

 純利

鑒於上文所述，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約為人民幣68.6百萬元，較二零
一六年上半年約人民幣50.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8.1百萬元或約35.8%。

 財務狀況表

財務狀況表項目的重大變化闡述如下：

 存貨

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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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1百萬元，較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70.3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34.8百萬元或約20.4%。增幅
主要由於在運成品（大部分為天線產品）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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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投資（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其他投資（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50.0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29.0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1.0百萬元或約72.4%。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的其他投資（流動資產）指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日起認購理財產品的短期投資（投資
期為三個月及年收益率為4.23%）。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其他投資（流動資產）（指本
集團所認購的其他理財產品）於報告期間到期，並已悉數贖回。有關上述理財產品的詳情，
請參閱下文「 (II)於報告期間的須予披露交易」。

 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貿易應收賬款約為人民幣774.4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人民幣515.0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59.4百萬元或約50.4%。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平均貿易應收賬款週轉天數為141日，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為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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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約83.6%屬於規定的信貸
期內，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88.7%。

於六個月及之後到期的賬款主要為多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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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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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75.8百萬元，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78.6百萬元輕微減少約人民幣2.8百萬元或約3.6%。減
幅主要由於就採購原材料向供應商支付墊款減少所致。

 現金及銀行結餘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為約人民幣289.0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約人民幣554.2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265.2百萬元或約47.9%，主要由於報告期間的
貿易應收賬款及存貨及償還短期貸款增加及其他投資增加淨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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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應收款項（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其他應收款項（非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20.4百萬元，涉及向本集
團聯營公司綿陽鑫通提供的貸款的非流動部份。於報告期間，人民幣2.5百萬元己重新分類
為其他應收款項（流動資產）。

 短期貸款

短期貸款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7.0百萬元減少至零，此乃主要由於報告
期間悉數償還借貸所致。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賬款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118.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8.8百
萬元或約16.0%，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137.0百萬元。

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70.5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10.9百萬
元或約15.4%，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59.6百萬元。減幅主要由於於報告期間
預收客戶款項減少及應計花紅付款減少所致。

 應付所得稅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應付所得稅約人民幣6.3百萬元，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約人民幣5.5百萬元上升約人民幣0.8百萬元或約14.1%，主要由於該等期間支付稅項之時間
各有不同。

 遞延收入

遞延收入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5.2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0.5百萬元或約
9.9%，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4.7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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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收入。

(II) 於報告期間的須予披露交易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日，本公司宣佈分別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四月十
日透過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江蘇亨鑫向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認購兩項理財產品，認購金
額分別為人民幣29百萬元及人民幣50百萬元。有關認購兩項理財產品的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十日的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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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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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比率監察資本。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乃按總負債除
以總權益計算。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總負債 213,723 231,870
總權益 1,454,869 1,395,959
總負債對權益（負債）比率(%) 14.69 16.61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須於一年或以內或於要求時償付的款項（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抵押應付款項約人民幣27百萬元）。

並無款項須於一年後償還。

(IV)  前景（有關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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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經濟持續下行，國際經濟復甦步伐緩慢，全
球貿易增速下降；從行業上看，中國國內電信行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結構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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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進銅退的現象加劇。

在這樣的形勢下，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收入仍比上年同期增漲了大約17.1%，主要原
因是：在本集團的傳統市場上，中國國內同行競爭加劇，運營商的集中採購價格下降幅度
較大，銅價格又長期低位徘徊，對本集團的銷售收入產生不利影響；儘管面臨上述惡劣商
業環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已成功將其天線、配件及漏纜的收入較二零一六年上半
年相比提升超過人民幣205.7百萬元。在海外市場方面，通過幾年的佈局，銷售也有所起色，
本集團在海外市場的銷售從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87.7百萬元增加到二零一七年上
半年的約人民幣127.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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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不利影響的背景下，本集團加大了新產品開發和銷售的力度，憑藉本集團較強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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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相
比，高毛利的新產品業務在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天線的中標量比去年同
期增長較大，並且在剛結束的一家中國的電信運營商800M8端口基站天線集採招標中中標
大約人民幣162.25百萬元，排名位居第四；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高溫線出貨量較二零一六年上
半年增長超過120%；漏纜及卡具在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發出金額約人民幣80.88百萬元，較二
零一六年上半年增長約36.78%。正是由於這些積極變化，使得本集團的產品結構不斷優化，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純利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有所提升。

展望下半年，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及本公司將面對不同挑戰。國家又提出新一輪的資費下
降要求，導致相關運營商投資大幅縮減，同時中國聯通進行混改試點，設備商加大整體方
案的推進，光進銅退步伐進一步加快，同時隨著中國移動新一輪集採價格的即將公佈，預
期RF同軸纜市場需求及價格持續走低，本集團銷售及利潤面臨極大的挑戰。

所幸本集團提前多年培育發展的漏纜、天線、高溫線系列、4310組件產品等一批新產品開
始進入良性發展期，可以彌補同軸產品的下滑，結合全球天線研發進入小型化、智能化階
段及5G試商用等背景，天線的市場需求與日俱增，有望給本集團帶來新的發展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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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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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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及權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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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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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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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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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舉行的
股東特別大會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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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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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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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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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報告期間內遵守標準守
則內的規定準則。

 4. 股息

本公司建議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派發股息。

 5. 審閱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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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報告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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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常規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951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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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購股權計劃採納以來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8. 於交易所網站作披露

本公佈將於新交所網站(http://www.sgx.com)、香港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hengxin.com.sg)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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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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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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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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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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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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