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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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ANLI HOLDINGS GROUP LIMITED
天 利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

公告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財務概要

• 2017年首六個月總收入約為人民幣 562.9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增長約
107.6%；

• 2017年首六個月總毛利由2016年同期的約人民幣41.1百萬元增長至人民
幣126.2百萬元，而2017年首六個月毛利率則由2016年同期的15.2%增至
22.4%；

• 2017年首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23.5百萬元，而2016年
同期則為虧損人民幣20.4百萬元；

• 2017年首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人民幣3.33仙；及

•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天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告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
同2016年同期之比較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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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及4 562,851 271,159
銷售成本 (436,637) (230,055)  

毛利 126,214 41,104

其他收益 4 11,003 3,820
銷售及分銷成本 (8,711) (10,172)
行政費用 (58,802) (24,397)
其他開支 (2,067) (6,623)
研究及開發成本 (13,458) (9,452)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54,179 (5,720)
融資成本 5 (33,641) (15,831)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3,048 –  

除稅前溢利╱（虧損） 23,586 (21,551)
所得稅（支出）╱抵免 6 (755) 1,143  

期內溢利╱（虧損） 22,831 (20,40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零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719 361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24,550 (20,04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3,488 (20,408)
 非控股權益 (657) –  

22,831 (20,408)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5,615 (20,047)
 非控股權益 (1,065) –

  

24,550 (20,047)  

每股盈利╱（虧損） 人民幣仙 人民幣仙
基本及攤薄 8 3.33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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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6月30日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3,823 144,858
 投資物業 16,807 18,542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18,143 18,38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及
  其他非流動租金按金 2,149 2,949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基金投資 508,755 –
 應收貸款 – 115,641
 應收款項 9 – 4,241
 於合營公司的投資 2,987 268,758
 可供出售投資 27,351 28,225
 其他無形資產 688 957
 遞延稅項資產 26,655 25,753  

非流動資產總值 747,358 628,311  

流動資產
 存貨 155,335 107,605
 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9 461,855 336,871
 應收貸款 5,788 113,47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401 9,755
 應收合營公司款項 787 588
 已抵押銀行存款 28,124 18,186
 現金及銀行結餘 553,198 129,703  

流動資產總值 1,220,488 716,18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0 188,064 113,035
 遞延收入、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8,513 52,074
 應付稅項 20,875 20,194
 銀行及其他貸款 73,045 62,526
 應付債券 399,340 397,762
 融資租賃承擔 113 115
 應付股息 88 88  

流動負債總值 740,038 645,794  

流動資產淨值 480,450 70,39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27,808 69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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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347 417
 遞延收入 31,706 32,057
 遞延稅項負債 3,728 3,462
 其他貸款 453,901 272,999

  

非流動負債總值 489,682 308,935
  

資產淨值 738,126 389,766
  

資本和儲備
 股本 6,726 4,571
 儲備 718,864 371,5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 725,590 376,165

非控股權益 12,536 13,601
  

總權益 738,126 38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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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天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於2007年3月6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1961

年第3號法案，經合併及經修訂）註冊成立為豁免有限公司。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的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所編製，並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納入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集團截
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在編製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一致，惟下文載列之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採納於本
集團當前會計期間生效的以下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除外。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當金融資產為 (i)收購方可能支付之或然代價（作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適用之業務合併一部分）；(ii)持作買賣；或 (iii)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時，金融資產
會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倘屬下列情況，金融資產會分類為持作買賣：

• 其乃主要收購作於不久的將來出售之用途；或

• 初步確認時屬於本集團集中管理的可識別金融工具組合的一部分，且具有最近實際
短期獲利模式；或

• 屬於並非指定且實際作為對沖工具之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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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產（持作買賣的金融資產、收購方可能支付作為業務合併的部分之或然代價除外）
可於下列情況下於初步確認時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 該指定消除或大幅減少可能會出現的計量或確認方面的不一致性；或

• 該金融資產構成一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組合的一部分，而
根據本集團制定的風險管理或投資策略，該項資產的管理及績效乃以公平值為基礎
進行評估，且有關分組之資料乃按此基準向內部提供；或

• 其構成包含一項或多項嵌入式衍生工具的合約的一部分而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允
許將整個組合合約（資產或負債）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將按公平值計量，而因重新計量產生的任何收益或虧損在
損益中確認。於損益確認的收益或虧損淨額包括金融資產賺取的任何股息或利息。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2014–2016週期）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披露主動性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為未變現虧損

採納該等新修訂本及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並無對財務報表造成重大財務影響，且並無對
財務報表適用之會計政策造成重大變動。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以分部管理業務，而分部則以業務範圍劃分。按與董事會（主要經營決策者）就資
源分配和表現評估作內部報告資料一致的方式，本集團已呈列下列三個可呈報分部。本
集團並無將營運分部合併以組成以下之可呈報分部。

(a) MLCC（多層陶瓷電容器）：製造及銷售MLCC；

(b) 投資與金融服務：包括但不限於 (i)直接投資於債務、股權及╱或任何其他資產；(ii)資
產管理；(iii)提供財務顧問服務；及 (iv)金融科技；及

(c) 其他一般貿易：買賣MLCC以外之商品，包括但不限於電子元件，以及金屬、礦石及
石油產品等大宗商品。

為致力多元化發展本集團之業務，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持續開發投
資與金融服務以及其他一般貿易業務，因而產生上述兩個分部，並已納入分部報告，而
由於其他一般貿易分部於2016年首六個月並無錄得收入，故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並無呈列該分部之比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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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予董事會以進行資源分配及對截至2017年及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表現進
行評估之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MLCC
投資與

金融服務
其他

一般貿易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可呈報分部收益 243,080 83,206 236,565 562,851    

可呈報分部溢利 2,825 57,088 1,526 61,439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MLCC

投資與
金融服務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可呈報分部收益 266,485 4,674 271,159   

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3,200) 3,219 19   

截至2017年及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分部間銷售。

呈報分部溢利╱（虧損）之計量方法為各分部在未分配中央行政開支、中央財務成本及所
得稅的情況下之盈利及虧損。

下表載列本集團經營分部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之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

於2017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MLCC
投資與

金融服務
其他

一般貿易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676,499 892,644 296,101 1,865,244    

可呈報分部負債 330,441 458,149 41,037 82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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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12月31日（經審核）

MLCC

投資與
金融服務

其他
一般貿易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605,944 643,733 91,979 1,341,656    

可呈報分部負債 264,605 279,060 11,592 555,257    

可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外部客戶衍生之可呈報分部溢利總額 61,439 19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收入 – 786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開支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9,243) (7,331)

 — 融資成本 (17,394) (13,427)

 — 其他 (1,216) (1,598)  

綜合稅前溢利╱（虧損） 23,586 (2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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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其他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MLCC、投資與金融服務以及其他一般貿易。

各主要收入類別的金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MLCC銷售 243,080 266,485

其他一般貿易 236,565 –

投資利息收入（附註1） 16,244 4,674

顧問服務費 25,095 –

管理費 13,392 –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收益
 — 基金投資 28,475 –  

562,851 271,159  

其他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附註1） 1,363 890

租金收入 2,810 2,590

政府補貼（附註2） 88 106

發放政府補貼作為收入 443 10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益 1,843 –

匯兌淨收益 3,949 –

銷售原材料 9 21

雜項收入 498 108  

11,003 3,820  

573,854 274,979  

附註1：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利息收入總額（包
括銀行利息收入）為人民幣17,607,000元（2016年：人民幣5,564,000元）。

附註2： 政府補貼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對本集團之津貼，主要作為激勵措施以
鼓勵本集團發展並對地方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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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利息開支總額：
 銀行貸款利息 3,334 2,404

 其他貸款利息 16,125 –

 應付債券之利息 14,176 13,427

 融資租賃承擔之財務費用 6 –  

33,641 15,831  

6. 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期內支出 240 555

 — 香港利得稅 1,152 –

遞延稅項 — 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637) (1,698)  

期內稅務開支╱（抵免）總額 755 (1,143)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在所在及經營之司法權區產生之利潤按實體方式繳付所得稅。

2017年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利潤按16.5%之稅率計提撥備。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規定，本集團無須分別於開曼
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期內本公司於中國之附屬公司按25%法定稅率（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5%）就各
自之應課稅利潤繳納企業所得稅。

7.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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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應佔溢利及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705,890,000股（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496,500,000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因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發行在外
之潛在普通股。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因期內並未行使之
購股權具反攤薄效應。

9. 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款項 380,950 270,479
應收票據 88,532 78,623

469,482 349,102

減：減值 (7,627) (7,990)  

461,855 341,112
即期部分 (461,855) (336,871)  

非即期部分 – 4,241  

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貿易賬款、應收管理費、應收顧問服務費及應收利息。本集團與客戶
之貿易方式以記賬為主。信貸期一般為2至4個月。每名客戶獲分配一個最高信貸額。本
集團對未償還應收款項實施嚴格管控，並設有信貸控制政策以將其信貸風險減至最低。
管理層會定期檢討逾期未還款項。應收貿易賬款、應收管理費及應收顧問服務費均為免息。

所有應收票據均由報告期末起計60至180日（2016年：60至180日）內到期。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為基準之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360,471 225,391
91至180日 12,322 32,307
181至360日 994 5,415
1至2年 959 1,084
2至3年 181 155
超過3年 6,023 6,127  

380,950 27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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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按票據發出日期為基準之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41,685 56,668
91至180日 34,867 21,955
181至360日 11,980 –

  

88,532 78,623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77,533 96,800
應付票據 110,531 16,235

  

 
188,064 113,035

  

於報告期末，按供應商結算單日期為基準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68,370 84,326
91至180日 7,758 10,822
181至360日 136 664
1至2年 400 487
超過2年 869 501

  

 
77,533 96,800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一般於30至120日內清付。

於報告期末，按票據發出日期為基準之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87,454 16,095
91至180日 12,042 140
181至360日 11,035 –

  

110,531 1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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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自2016年開始著手發展多元化業務以來，本集團已透過逐步拓展投資與金融
服務以及其他一般貿易業務取得重大進展。於2017年首六個月，該等業務在
規模及對本集團的貢獻方面均錄得持續增長，資產管理業務迅速成為本集團
業務投資組合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於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已按照發展
戰略，從2017年2月完成之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當中動用合共約160.0百萬港元，
用於持續發展投資與金融服務及其他一般貿易業務。

投資與金融服務

資產管理

2016年11月，本集團成功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授予牌照，可從
事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自此，本集團
已正式推出資產管理業務。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已設有及╱或管理合共
12隻不同投資重點的基金或為基金提供顧問服務。同時，本集團作為有限合
夥人亦已直接投資於若干基金。該等基金於2017年6月30日之詳情如下：

承諾資本 
基金名稱 初始交割日 期限（年期） 投資重點簡介 基金總額 (7) 本集團總額 (8)

（百萬美元）

1 天利中國機遇型
 基金一號

2017年1月 3+1(5)+1(5) 就位於北京的一個投資項目而設的
 項目基金

116.4 17.5

2 Wasen-Tianli
 SPC

2017年1月 3(6) 投資於各種資產，包括私募股權投資、
 上市及非上市證券、債務證券及其他
 金融工具

16.5 –

3 Tianli SPC 2017年1月 3(6) 投資於各種資產，包括私募股權投資、
 上市及非上市證券、債務證券及其他
 金融工具

98.4 –

4 天利私募債權
 基金

2017年1月 5+1(3)+1(4) 對多種私募債權工具進行
 投資，投資地域主要集中在發達
 國家及中國

200.0 35.0

5 天利私募債權
 資本

2017年3月 5+3(1)+1(1) 主要投資於全球各種私募債權工具 175.0 9.8

6 天利環球機遇
 資本 (2)

2017年3月 7+2(1) 對全球不同行業及受壓資產進行投資 175.0 9.8

7 天利機遇資本 2017年3月 7+2(1)+1(1) 主要投資於全球兼併收購、私募股權
 或其他企業融資交易

175.0 9.8

8 天利公開市場
 資本

2017年3月 4+2(1)+2(1) 主要投資於全球二級市場的上市證券 100.0 5.6

9 天利併購投資
 基金

2017年3月 3+2(1)+2(4) 主要投資全球併購或其他企業融資相關
 投資

310.0 –

10 天利中國機遇型
 基金二號

2017年3月 5+1(3)+1(4) 就位於上海的一個投資項目而設的
 項目基金

80.4 –

11 天利英國機遇型
 基金

2017年3月 5+1(3)+1(4) 主要對位於英國的項目進行投資 150.4 –

12 天利美國機遇型
 基金

2017年4月 5+1(3)+1(4) 主要對位於美國的項目進行投資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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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經普通合夥人建議及投資委員會批准後延期
附註2： 前稱天利房地產資本
附註3： 經普通合夥人全權酌情決定後延期
附註4： 經普通合夥人建議及顧問委員會批准後延期
附註5： 經有限合夥人批准後延期
附註6： 指投資者禁售期
附註7： 包括各隻基金之間的交叉持股
附註8： 僅包括直接承諾資本

於2017年6月30日，上述基金的承諾資本總額（將交叉持股影響抵銷後）約為1,067.2
百萬美元，其中本集團的承諾資本合共約為87.5百萬美元。於2017年首六個月，
上述12隻基金就本集團的已投資資本產生的投資收益總額約為人民幣28.5百
萬元，為本集團貢獻的管理費收入總額約為人民幣13.4百萬元。

2017年6月30日後，本集團亦於2017年7月發起亞太穩健收益債券基金，該基金
主要在亞太地區投資於各種上市債務證券。目前，本公司旗下一間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以總認購價10百萬美元認購該基金之1,000股參與股份後，於該基金
40百萬美元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約25%之權益。

投資

於2017年1月成立天利私募債權基金後，鑒於其投資重點，本集團於2017年2月
將其當時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御天投資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份及股東貸
款出售予天利私募債權基金，總代價約為18.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143.6百萬港
元或約人民幣127.3百萬元）。御天投資有限公司為若干協議之訂約方，根據該
等協議，其已就澳大利亞兩個住宅物業項目向相關夾層融資人提供部分資金。

於2017年6月30日，除作為有限合夥人將資本投資於基金外，本集團的直接金
融投資結餘約為人民幣36.2百萬元，其中股權類投資約為人民幣27.4百萬元，
債權類投資約為人民幣5.8百萬元及於合營公司擁有約人民幣3.0百萬元權益。

財務顧問

於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已就跨境收購及貸款融資提供各類財務顧問服務。
期內產生的服務收入合共約為人民幣25.1百萬元。

金融科技

於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的金融科技業務包括兩條產品綫，即面向金融機
構的產品綫及為企業提供供應鏈金融解決方案的產品綫。在面向金融機構的
產品綫上，本集團的主要產品希為智能營銷引擎和希為量化信貸引擎均處於
成熟的研發階段。在面向企業的供應鏈金融解決方案上，香納供應鏈金融平
台已經完成研發，預計將於近期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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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般貿易

於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致力透過拓展銷售渠道、優化產品結構及改變結
算方式，提升其他一般貿易分部的財務收益。

除買賣現有大宗商品外，本集團亦拓展買賣手持設備電子元件，包括但不限
於各種規格及配置的多芯片封裝閃存。於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向生產移
動電話等手持設備的下游廠商出售閃存產生的總收入約為人民幣223.7百萬元。

於2017年首六個月，其他一般貿易為本集團帶來分部溢利約人民幣1.5百萬元。

MLCC

受2016年下半年庫存量過大及關鍵元器件供應短缺等問題影響，主要客戶智
能手機製造商於2017年首季縮小了生產計劃導致本集團MLCC業務銷量減少。
於2017年第二季度，本集團調整銷售策略，把重點放在較暢銷的中低端產品上，
最終令2017年上半年整體銷售量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惟此調整未能抵銷高
端產品銷量下降的負面影響，整體銷售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8%。

受供需格局影響，MLCC行業從2017年第二季度開始出現產品緊缺現象。在供
應方面，日系同行企業退出若干產品領域，而部分韓系同行則加強管控；在
需求方面，智能型手機MLCC用量則持續攀升。再加上2017年首季原材料價格
大漲和匯率波動導致成本上升，MLCC市場中低端產品價格開始上漲。本集團
亦抓住機會上調了部分產品價格，以抵銷部分原料價格上漲帶來的成本壓力。

然而，受制於規模、技術水平及品牌知名度，本集團MLCC產品（特別是高端產品）
的市場佔有率還不大。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國內銀行信貸政策收緊，貸款利
率上升，預測本集團MLCC業務的資金成本在下半年會有較大幅度的增加。本
集團管理層將繼續審慎評估MLCC業務的表現及前景，以及維持該業務所需
的概約成本，從而為本集團的整體利益制訂適切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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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收入

本集團的營業收入包括來自三個不同業務分部的收入：即製造及銷售MLCC、
投資與金融服務，以及其他一般貿易。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營業收入總額
約為人民幣562.9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增加107.6%。由於市場價格競爭激烈，
以致收入增長的幅度低於產品銷售數量的增長幅度，MLCC分部的營業收入
約為人民幣243.1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減少8.8%。投資與金融服務分部自2016
年推出資產管理業務以來，繼續為本集團帶來貢獻。投資與金融服務分部主
要透過提供顧問服務，加上2017年首六個月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
產的投資收益，營業收入約為人民幣83.2百萬元，較2016年增加1,680.2%。其他
一般貿易分部錄得營業收入約人民幣236.6百萬元。

毛利率

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率約為22.4%，較2016年同期的約15.2%增加約
7.2%。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2017年繼續從事的資產管理業務毛利較高。

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MLCC業務的毛利率為17.0%，較2016年首六個月的約
13.7%有所增長。該增長主要由於計入銷售成本的折舊減少。

2017年首六個月，其他一般貿易業務的毛利率約為0.74%（2016年：無）。

其他收益

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其他收益合共約為人民幣11.0百萬元，較2016年增加
約人民幣7.2百萬元。該增加主要包括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約人民幣1.8百
萬元、匯兌收益淨額約人民幣3.9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成本

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8.7百萬元，較2016年同
期減少約人民幣1.5百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MLCC銷量下降導致費用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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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費用

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行政費用為約人民幣58.8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增加
約人民幣34.4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股份獎勵付
款及顧問費分別較2016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13.4百萬元、約人民幣3.4百萬元
及約人民幣9.6百萬元。

研究及開發成本

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研究及開發成本約為人民幣13.5百萬元，較2016年同
期增加約人民幣4.0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2017年首六個月對高容高精規格
產品進行研發工作。

其他開支

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其他開支約為人民幣2.1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減少
人民幣4.6百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存貨撥備金額較2016年同期有所減少。

融資成本

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33.6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增加
約人民幣17.8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2016年9月獲得的其他貸款500.0百萬港
元（相當於約人民幣434.0百萬元）的利息支出增加。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143.8百萬元，
較2016年12月31日減少約人民幣1.0百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折舊約人民幣 7.6
百萬元，但部分被本集團新增MLCC生產設備和在建工程人民幣5.1百萬元所
抵銷。

投資物業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投資物業約為人民幣16.8百萬元，較2016年12月31日
減少約人民幣1.7百萬元，主要是由於2017年首六個月出租物業面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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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基金投資

本 集 團 於2017年6月30日 的 指 定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損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約 為 人 民 幣
508.8百萬元，較2016年12月31日增加人民幣508.8百萬元。該增幅主要由於本集
團於2017年首六個月發起的基金投資。

其他無形資產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其他無形資產約為人民幣0.7百萬元，較2016年12月
31日減少約人民幣0.3百萬元，減少額為無形資產攤銷。

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約為人民幣461.9百萬元，較
2016年12月31日增加約人民幣120.7百萬元，該增加主要與其他一般貿易分部
的貿易活動以及投資與金融服務分部產生的顧問服務費及管理費有關。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17年6月30日，分類為本集團流動資產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約為人民幣15.4百萬元，較2016年 12月31日增加人民幣5.6百萬元，主要原因是
付予供應商的預付款項增加。

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已抵押銀行存款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已抵押銀行存款合共約為人民幣
581.3百萬元，較2016年12月31日增加約人民幣433.4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
2017年首六個月應收一間合營公司貸款之還款300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260.4百萬元）及額外貸款200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173.6百萬元）。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約為人民幣188.1百萬元，
較2016年12月31日增加約人民幣75.0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2017年首六個月
存貨增加。

遞延收入、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17年6月30日，本 集 團 遞 延 收 入、應 計 費 用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約 為 人 民 幣
58.5百萬元，較2016年12月31日增加約人民幣6.4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向一名客
戶收取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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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未償還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70.4百萬元，較2016年12
月31日增加約人民幣10.4百萬元。所有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並按浮動利
率計息，所有銀行貸款亦有抵押。

應付債券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應付債券約為人民幣399.3百萬元，較2016年12月31日
增加約人民幣1.6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期內應計利息所致，但部分被人民
幣升值所抵銷。於2017年首六個月，債券籌集所得款項已用作以下用途：(i)約
259.9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25.7百萬元）用於本公司投資與金融服務業務（包
括投資於本集團發起及╱或管理或為其提供顧問服務的基金）；(ii)約89.0百萬
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77.3百萬元）保留用於本公司的其他一般貿易業務；及 (iii)
餘下款項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或然負債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承諾資本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承諾資本約人民幣115.6百萬元，較2016年12月
31日增加約人民幣112.3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對天利私募債權基金的未提
取承諾額約19.1百萬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106.5百萬元）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流動資產淨值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480.4百萬元（2016年12月
31日：約人民幣70.4百萬元），其中包括流動資產約人民幣1,220.5百萬元（2016
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716.2百萬元）及流動負債約人民幣740.0百萬元（2016年12
月31日：約人民幣645.8百萬元）。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流動比率為1.65，較
2016年12月31日上升0.55。該增加主要由於2017年首六個月現金及銀行結餘增
加約人民幣423.5百萬元。

銀行授信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授信總額約為人民幣110.0百萬元，其中約人
民幣51.2百萬元尚未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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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以資產負債比率監控其資本架構，即淨負債除以資本加淨負債。淨負
債按銀行及其他貸款、應付債券、融資租賃承擔、應付股息、應付貿易賬款及
應付票據以及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不包含遞延收入）之總和減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計算。資本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不包含股本）。於2017年6月30
日及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分別約為45.9%及66.8%。資產負
債比率減少，主要由於2017年首六個月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

外匯風險

於2017年首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額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和港元列值，採購額
主要以人民幣、美元、港元和日圓列值。以美元列值的應收貿易賬款大於以
美元列值的應付貿易賬款，以港元列值的應收貿易賬款大於以港元列值的應
付貿易賬款。同時，本集團以日圓列值的應付貿易賬款涉及風險，但以日圓
列值的應收貿易賬款基本上不涉及風險。在匯率劇烈波動時，存在一定的外
匯風險。

僱員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1,335名僱員。僱員的薪酬和福利按市場當前情況、
國家政策及個人表現訂定。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2017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2016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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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中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訂明之守則
條文，惟以下者除外：

• 本公司的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位並未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守則條
文規定分開，於有關期間及現時一直由執行董事黃明祥先生兼任。董事會
認為，由同一人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可讓本集團得到有力及一貫之
領導，更有效地規劃及執行長遠業務策略，並提高因應瞬息萬變之商業環
境作出決策之效率。董事會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多元化技能、經驗及專
長，能為董事會提供制衡作用。

隨著本集團業務多元化發展，以及本集團投資與金融服務業務持續增長，董
事會將繼續審閱本公司之企業管治架構（包括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務是否應
分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守則（「公司守則」），其條
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內載列之規定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所有董
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一直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遵守
標準守則及公司守則載列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及中期審閱

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朱健宏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
陳志安先生、杜恩鳴先生及徐學川先生，其職責為檢討本公司之財務資料及
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系統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承董事會命
天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主席兼行政總裁
黃明祥

香港，2017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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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執行董事，即黃明祥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敬文平先生、郭凱龍先生、潘彤先生、薛鴻健先生、周春華先生及朱曉冬先生；
一名非執行董事，即蘇家樂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志安先生、
朱健宏先生、杜恩鳴先生及徐學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