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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4 247,789 377,930

銷售及服務成本 (213,758) (329,135)
    

毛利 34,031 48,795

其他收入及盈虧淨額 5 11,857 604

貿易應收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696 (3,703)

分銷成本 (21,147) (29,426)

行政開支 (27,844) (33,395)

融資成本 6 (14,966) (16,36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虧損 (17,373) (33,489)

所得稅開支 7 (796) (1,30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當期虧損 (18,169) (34,790)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當期虧損，除所得稅後 – (5,145)
    

當期虧損 (18,169) (3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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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綜合收入報表（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其他綜合收入╱（虧損） 8

可能在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1,288) 2,811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入的金融資產：

公平價值儲備變動淨額 – (9,492)
    

當期其他綜合虧損，除稅後 (1,288) (6,681)
    

當期綜合虧損總額 (19,457) (46,616)
  

應佔當期虧損

本公司權益股東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7,824) (34,55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2,578)
    

(17,824) (37,136)
  

非控股權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45) (23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2,567)
    

(345) (2,799)
    

(18,169) (3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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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綜合收入報表（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綜合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股東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9,112) (41,239)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2,578)
    

(19,112) (43,817)
  

非控股權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45) (23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2,567)
    

(345) (2,799)
    

(19,457) (46,616)
  

每股虧損： 9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263) (0.51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0.038)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0.263) (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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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以人民幣列示）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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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1 59,771 62,272

使用權資產 11 31,261 13,433

使用權資產已付按金 – 17,922

投資物業 11 47,162 47,162

其他無形資產 11 – –

遞延稅項資產 3,252 3,682
    

141,446 144,471    

流動資產
存貨 12 138,929 131,849

貿易應收款項 13 91,491 143,710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4 502 88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585,913 582,67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5,835 38,929
    

902,670 898,03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5 244,839 246,48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75,117 163,904

合約負債 48,825 44,413

租賃負債 2,494 2,796

應付稅項 4,281 3,667

銀行及其他借款 16 268,498 264,035
    

744,054 72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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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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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產淨值 158,616 172,73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00,062 317,207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90 2,600

遞延稅項負債 9,941 9,820

銀行及其他借款 16 113,251 110,326
    

124,582 122,746
  

資產淨值 175,480 194,46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556,286 556,286

儲備 18 (395,721) (376,487)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160,565 179,799

非控股權益 14,915 14,662
    

權益總額 175,480 194,461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以人民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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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股本
股份溢價及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本公司權益
股東應佔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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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18）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556,286 1,519,192 (1,895,679) 179,799 14,662 194,461

當期虧損 – – (17,824) (17,824) (345) (18,169)

當期其他綜合虧損 – (1,288) – (1,288) – (1,288)
       

當期綜合虧損總額 – (1,288) (17,824) (19,112) (345) (19,457)

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變動 – (122) – (122) 122 –

非控股股東注資 – – – – 476 476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556,286 1,517,782 (1,913,503) 160,565 14,915 175,480
      

股本
股份溢價及
其他儲備 累計虧損

本公司權益
股東應佔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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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18）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556,286 1,529,347 (1,813,430) 272,203 652 272,855

當期虧損 – – (37,136) (37,136) (2,799) (39,935)

當期其他綜合虧損 – (6,681) – (6,681) – (6,681)
       

當期綜合虧損總額 – (6,681) (37,136) (43,817) (2,799) (46,61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556,286 1,522,666 (1,850,566) 228,386 (2,147) 226,239
      



9 新焦點汽車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經營活動產生╱（使用）的現金 58,557 (14,349)

已付所得稅 (699) (2,071)
   

經營活動產生╱（使用）的現金淨額 57,858 (16,420)   

投資活動
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3,132) (2,420)

第三方償還的貸款 2,475 3,320

貸款予一名第三方 (1,000) –

投資活動產生的其他現金流量 863 350
   

投資活動（使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794) 1,250   

融資活動
已抵押銀行及其他借款減少淨額 (6,320) (647)

償還租賃負債 (1,615) (5,608)

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擁有人注資 476 –

已付利息 (2,699) (4,126)
   

融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10,158) (10,38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46,906 (25,551)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8,929 64,564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5,835 3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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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除另有說明外，數額均以人民幣列示）

1. 組成及主要業務

新焦點汽車技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上海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電子及電力相關汽車零件及配件；以及經營4S經銷店

及相關業務。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CDH Fast Two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為直接

控股公司，而China Diamond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則為最終控股公

司。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按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適用的

披露條文編製，包括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本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獲授權刊發。

除預期將在二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二零二一

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予以編製。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判斷、估計

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及按本年至今基準呈報的資產與負債、收入與開支的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

所出入。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選定的闡釋性附註。該等附註包括對瞭解本集團自刊發二零

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起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而言屬重大的事項及交易的闡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

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套財務報表所需的一切資料。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為過往已呈報的資料，並

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法定財務報表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可供查閱。核數師已在其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的報告中就該等財務報

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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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3. 會計政策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多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該等修訂本並無對本

集團於本中期財務報告中編製或呈列本期間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的方式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概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指向客戶提供貨品及服務的銷售價值，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銷售貨品 238,958 352,150

服務收入 8,831 25,780
   

247,789 377,930
  

提供的汽車維修、養護及修飾服務通常為期一年。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准許，並無披露分配予該等未

履行合約的交易價格。

(a) 可呈報分部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人為作出策略決定而審閱的報告來釐定其經營分部。

持續經營業務
本集團經營兩個可呈報分部，分別為( i )生產及銷售汽車配件（「製造業務」）；及( i i )經營4S經銷店及相關業務

（「汽車經銷及服務業務」）。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買賣汽車配件的分部（「批發業務」）終止營運。

分部間交易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部人士收取的費用定價。由於核心收入及開支並未計入主要營運決策人就

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時使用的分部業績計量方法，故並無分配至各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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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a) 可呈報分部（續）

下文載列分部資料的分析：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製造業務

汽車經銷及

服務業務 小計 批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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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

外部收入 185,274 62,515 247,789 – 247,789

分部間收入 – – – – –      

分部收入 185,274 62,515 247,789 – 247,789      

減：分部間收入 – –  

收入總額 247,789 247,789
  

可呈報分部業績 130 (5,939) (5,809) – (5,809)

利息收入 188 8 196 – 196

未分配利息收入 8 8  

利息收入總額 204 204
  

利息開支 (2,027) (3,210) (5,237) – (5,237)

未分配利息開支 (9,729) (9,729)  

利息開支總額 (14,966) (14,966)
  

折舊及攤銷費用 (6,642) (18) (6,660) – (6,660)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費用 (70) (70)  

折舊及攤銷費用總額 (6,730) (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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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a) 可呈報分部（續）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製造業務
汽車經銷及
服務業務 小計 批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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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
外部收入 239,294 138,636 377,930 7,444 385,374

分部間收入 – – – – –      

分部收入 239,294 138,636 377,930 7,444 385,374      

減：分部間收入 – –  

收入總額 377,930 385,374
  

可呈報分部業績 12,660 (20,934) (8,274) (4,401) (12,675)

利息收入 34 30 64 9 73

未分配利息收入 12 12  

利息收入總額 76 85
  

利息開支 (227) (6,466) (6,693) (744) (7,437)

未分配利息開支 (9,671) (9,671)  

利息開支總額 (16,364) (17,108)
  

折舊及攤銷費用 (6,955) (6,774) (13,729) (255) (13,984)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費用 (720) (720)  

折舊及攤銷費用總額 (14,449) (1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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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b) 可呈報分部損益以及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除稅前虧損

可呈報分部虧損 (5,809) (8,274)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盈虧 5,144 (569)

未分配公司開支 (6,979) (14,975)

未分配融資成本 (9,729) (9,671)
  

除稅前綜合虧損 (17,373) (33,489)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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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呈報分部資產 865,504 873,271

未分配公司資產 178,612 169,238
  

綜合資產總值 1,044,116 1,042,509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718,015 712,342

未分配公司負債 150,621 135,706
  

綜合負債總額 868,636 84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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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
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c)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 i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及( i i )本集團投資物業、物業、機器及設備、使用權資產以及其

他無形資產（「特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區的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特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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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所在地） 95,602 188,922 138,194 140,789

美洲 135,630 158,247 – –

歐洲 8,881 4,870 – –

亞太地區 7,676 25,891 – –
    

247,789 377,930 138,194 140,789
    

以上收入資料按照客戶所在地點作出。

(d) 主要客戶

期間佔本集團收入超過10%的客戶收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30,541 3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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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盈虧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收入 204 76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0,007 (2,769)

投資物業的租金及其他租金收入總額 833 1,212

政府補助 175 657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虧損 (409) –

其他 1,047 1,428   

11,857 604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於五年內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利息 14,862 13,956

租賃負債利息 104 2,408   

14,966 1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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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 245 2,537

遞延稅項 551 (1,236)   

796 1,301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無），故
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海外附屬公司稅項同樣按相關司法權區適用的現有稅率計算。

8. 其他綜合收入╱（虧損）

除稅前金額 稅項開支 扣除稅項金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儲備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1,288) – (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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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綜合收入╱（虧損）（續）

除稅前金額 稅項開支 扣除稅項金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儲備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2,811 – 2,811

其它儲備

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入的金融資產：

公平價值儲備變動淨額 (9,492) – (9,492)    

(6,681) – (6,681)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按以下基準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7,824) (34,55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2,578)   

(17,824) (37,136)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767,636,215 6,767,636,215

就所有潛在普通股影響作出調整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767,636,215 6,767,636,215
  

* 由於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無）的每股攤薄虧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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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11. 資本開支

物業、

機器及設備 使用權資產 投資物業 其他無形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 62,272 13,433 47,162 –     

添置 5,012 18,511 – –

出售 (1,466) – – –

當期折舊費用 (6,047) (683) – –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

期末賬面淨值 59,771 31,261 47,162 –
    

物業、

機器及設備 使用權資產 投資物業 其他無形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 82,991 119,550 47,077 2,663     

添置 3,897 – – –

出售 (331) – – –

當期折舊費用 (10,281) (4,423) – –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

期末賬面淨值 76,276 115,127 47,077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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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存貨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53,188 42,246

在製品 24,668 20,804

製成品 29,839 28,271

商品貨物 31,234 40,528   

138,929 131,849
  

13.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30天 39,419 58,371

31天至60天 15,811 36,083

61天至90天 4,307 15,708

超過90天 32,750 43,531   

92,287 153,693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796) (9,983)   

91,491 143,710
  

14.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持作買賣的上市證券：
－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本證券 502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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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30天 65,238 71,672

31天至60天 16,247 25,676

61天至90天 9,608 20,187

超過90天 153,746 128,952   

244,839 246,487
  

16. 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
銀行貸款 170,493 168,784

其他借款 92,394 68,638   

262,887 237,422   

無抵押：
銀行貸款 5,612 5,612

其他借款 113,250 131,327   

118,862 136,939  

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 381,749 374,361   

須償還銀行借款如下：
應要求或一年內 268,498 264,035

一年後但不超過兩年 – –

兩年後但不超過五年 113,251 110,326   

381,749 37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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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6,767,636 676,763 556,286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6,767,636 676,763 556,286
   

18. 儲備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金 重組儲備 企業擴充基金 其他 股本贖回儲備 匯兌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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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1,482,219 43,918 4,641 2,756 (984) 1,545 (14,903) 1,519,192

當期其他綜合虧損 – – – – – – (1,288) (1,288)

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變動 – – – – (122) – – (122)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1,482,219 43,918 4,641 2,756 (1,106) 1,545 (16,191) 1,517,782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金 重組儲備 企業擴充基金 其他 股本贖回儲備 匯兌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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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1,482,219 46,464 4,641 2,756 8,508 1,545 (16,786) 1,529,347

當期其他綜合虧損 – – – – (9,492) – 2,811 (6,68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1,482,219 46,464 4,641 2,756 (984) 1,545 (13,975) 1,52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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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承擔

(a) 經營租賃安排

作為出租人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出租其經營租賃項下的投資物業。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不可撤銷經營租賃項下應收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1,271 794

第二年 794 794

第三年 – 397   

2,065 1,985
  

(b)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撥備的資本開支 1,470 1,470
  



綜覽

新焦點汽車技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致力於汽車電子產品的研發、生產和

銷售，以及汽車經銷網絡的建設與發展。本集團生產的汽車電子產品主要包括逆變器、充電器、多功能

電源和冷暖箱，主要售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美與歐洲市場。本集團汽車經銷及服務業務主要

在內蒙古自治區經營汽車銷售、汽車售後服務和汽車保險產品及汽車金融產品的分銷。

業務摘要

收入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綜合收入約為人民幣247,789,000元

（二零二一年同期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綜合收入：人民幣377,930,000元），下降約34.44%。

本集團製造業之綜合收入約為人民幣185,274,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人民幣239,294,000元），下降約

22.57%，主要由於期間內本集團位於上海市的製造業工廠受到當地COVID-19疫情防疫政策的影響導致

較長時間停產。

本集團汽車經銷及服務業務之綜合收入約為人民幣62,515,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人民幣138,636,000

元），下降約54.91%。下降主要基於兩個原因：首先，期間內本集團位於中國呼和浩特市的汽車經銷門

店受到當地COVID-19疫情防疫政策的影響，導致較長時間未能營業；其次，本集團汽車經銷及服務業

務調整其汽車品牌結構。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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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期間本集團之綜合毛利約為人民幣34,031,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綜合毛利：人民

幣48,795,000元），下降約30.26%；毛利率由二零二一年同期的12.91%上升到13.73%。

本集團製造業毛利約為人民幣28,846,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人民幣40,557,000元），下降約28.88%；

毛利率由二零二一年同期的約16.95%下降到約15.57%。毛利下降主要由於期間內收入較二零二一年同

期減少；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期間內位於上海市的製造業工廠於疫情停產期間產生的直接人事費用及製

造折舊費用計入生產成本，在收入減少的情況下導致毛利率降低。

本集團汽車經銷及服務業務毛利約為人民幣5,185,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人民幣8,238,000元）；毛

利率由二零二一年同期的約5.94%上升到約8.29%。毛利下降主要由於期間內收入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減

少，毛利率上升主要由於期間內調整產品結構，較高毛利率的產品銷售佔比上升。

開支

期間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21,147,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銷成本：人民幣

29,426,000元），下降約28.13%，主要源於期間內銷售人員工資及獎金以及其他銷售開支因綜合收入的

下降而有所減少。

期間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27,844,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行政開支：人民

幣33,395,000元），下降約16.62%，主要由於本集團控制管理人員數量以及壓縮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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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沖回貿易應收款項、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約人民幣696,000元（二

零二一年同期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人民幣3,703,000元）。

經營虧損

期間本集團經營虧損約為人民幣2,407,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經營虧損：人

民幣17,125,000元）。虧損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其他收入及盈虧淨額相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加約人

民幣11,253,000元，包括二零二一年同期匯兌虧損約人民幣2,769,000元與期間匯兌收益約人民幣

10,007,000元的差額。此外，相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分銷成本減少約人民幣8,279,000元以及行政開支

減少約人民幣5,551,000元。

融資成本

期間融資成本約為人民幣14,966,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融資成本：人民幣

16,364,000元），下降約8.54%。上述下降主要源於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下半年與若干出租人磋商後縮短

或終止租賃，導致期間內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相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有所下降。

稅項

期間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796,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所得稅開支：人民幣

1,301,000元）。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

期間本公司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17,824,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人民

幣34,558,000元）。虧損減少主要源於期間內其他收入及盈虧淨額有所增加，以及各項開支有所下降。

期間本公司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17,824,000元（二零二一年

同期：人民幣37,136,000元）。期間每股虧損約人民幣0.263分（二零二一年同期每股虧損：人民幣0.54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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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與流動資金

本集團繼續保持一貫穩健的財務狀況，本集團資產維持良好流動性。期間本集團經營性活動的現金流入

淨額約為人民幣57,858,000元（二零二一年同期：流出人民幣16,420,000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58,616,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172,736,000元），流動比率為1.21（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83.19%（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1.35%）。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約為人民幣381,749,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74,361,000元），其中約31.64%以美元（「美元」）借入，約68.36%以人民幣（「人

民幣」）借入。所有借款須按固定利率償還，其中約人民幣268,498,000元須於一年內償還，約人民幣

113,251,000元須於一年後但不遲於五年內償還。

本集團的營運及資本開支由業務產生的現金流、內部流動資金及與銀行訂立的融資協議提供資金。本集

團擁有健康及充足的經營現金流、銀行存款及銀行信貸額度，足以支付日常營運。

資本結構

本集團對其庫務政策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方法，於期間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為管理流動資金風

險，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以確保本集團資產、負債及其

他承擔的流動資金架構可不時滿足其資金需求。

本集團製造業務約75%的收入來自於以美元結算的產品出口，其他業務均位於中國。因此，本集團的現

金及現金等值物以及借款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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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約為人民幣1,044,116,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1,042,509,000元），當中包括： (1)股本約人民幣556,286,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556,286,000元）；(2)儲備約人民幣(380,806,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61,825,000)元）；及(3)債務約人民幣868,636,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48,048,000

元）。

財務擔保與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作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款之擔保之存貨、投資物業、物業、機器及

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之賬面淨值合計約為人民幣123,945,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98,496,000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期間，本集團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重大投資

期間，本集團無重大投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明確的未來重大投資或購入業務的計

劃。

匯兌風險

本集團的汽車經銷及服務業務位於中國，結算貨幣為人民幣，因此不存在匯兌風險。

本集團製造業務約75%的營業額來自於以美元結算的產品出口，而購買用於生產這些產品的原材料則以

人民幣結算，因此美元兌人民幣貶值通常會對本集團製造業務的盈利能力造成負面影響。本集團通過借

入美元借款管理其美元外匯風險，以降低匯兌風險。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美元借款金額

約為18,001,000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01,000美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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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889名全職員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017名），其中管

理人員192名（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215名）。本集團的薪酬政策旨在吸引人才並挽留優質員工。本集

團的僱員酬金組合包括工資、獎金（例如根據工作表現的花紅）及津貼。本集團同時為員工提供社會保險

和福利，並制定和實施期權計劃作為本集團的長期獎勵計劃。有關期權計劃之詳情已於本中期報告「其

他資料」一節中披露。本集團重視員工的發展，並基於本集團的戰略目標和本集團員工的績效持續提供

相關培訓計劃。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期間的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同期：零）。

行業發展及業務進展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佈的最新汽車工業產銷數據，期間內中國汽車銷量約為1,205.7萬輛，同比下降

約6.6%；其中乘用車銷量約為1,035.5萬輛，同比增長約3.4%。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中國多地新冠疫

情蔓延及局部暴發，企業在維持正常生產經營方面遭遇極大困難。隨著新冠疫情的緩解，汽車產業供應

鏈及線下渠道銷售的復蘇逐步進入正軌，但汽車行業仍然承受生產供給衝擊、消費需求收縮和市場預期

轉弱的三重壓力。

本集團汽車經銷及服務業務

本集團的汽車經銷及服務業務網絡位於內蒙古自治區，主要業務包括汽車銷售及售後服務，以及汽車保

險產品和金融產品的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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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受內蒙古地區本土疫情影響，多數消費者對非剛性的汽車消費持觀望心理，新車銷

售受到極大負面影響。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的汽車經銷門店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業務收入同比大幅

下降，但仍需支付租金、員工薪水和社保費用等固定支出。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在汽車經銷及服務業務領域主要實施了下述經營策略：

第一，出租空置門店，合併設立汽車綜合賣場及綜合維修廠。

第二，在部分門店積極申請開通汽車金融業務。

第三，提升二手車銷售、汽車上牌和年檢代辦等衍生業務的運營。

第四，加強現有客戶的保險續保業務管理，拓展售後服務業務。

第五，開拓政府採購、大企業團購等銷售渠道。

為提升經營業績，本集團計劃在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採取以下經營策略：

第一，順應國家支持新能源汽車發展之趨勢，引入新能源汽車品牌以及恢復具有市場潛力的汽車品牌經

銷，持續優化本集團經銷的汽車品牌結構。

第二，堅持「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拓寬服務範圍，增加客戶粘性。

第三，設立階段性激勵機制，提升經營團隊的工作積極性，從而促進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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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製造業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製造業因COVID–19疫情遭受嚴重衝擊。特別是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上海

市全域靜態管理期間，生產和銷售（包括出口）等經濟活動均受到極大限制。本集團製造業位於上海市的

生產基地停止生產長達兩個月，導致製造業出口業務於期間內的收入相較去年同期下降超過20%。在新

產品的研發方面，大功率逆變器和儲能產品新品的研究與開發進展順利，在新品試產後已向國際知名客

戶首批出貨，系列產品的後續研發工作正在穩步進行。越南工廠籌建的進展因COVID–19疫情受阻，後

續我們仍將伺機派出工程技術管理人員進駐越南以作籌備。

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反復導致物流不暢，且受到行業市場需求萎縮、油價暴漲等多重因素影

響，前裝商用車市場需求明顯下滑，內貿業務收入因此下降。目前，製造業新產品研發和獲取國內新客

戶的進展順利，靜待市場回暖復蘇。受人民幣兌美元貶值、美利堅合眾國市場通脹加劇和國內大宗物料

價格劇烈波動等影響，預期存在本集團現有海外客戶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取消訂單的可能。我們將通過

積極獲取新客戶、研發新產品來提升製造業的業績。

展望

本集團主營業務的市場規模龐大，且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本集團將不斷加強管理，提高及改善本集團業

務營運及盈利能力，盡快提升所有業務的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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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特別授權的認購事宜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香港道度實業有限公司（「認購方」）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

有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而認購方同意認購最多11,252,732,911股本公司認購股份，認購價為每股認購

股份0.059港元（「認購事項」）。認購股份的最高面值總額為1,125,273,291.1港元。本公司普通股於二零

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即認購協議日期）在聯交所所報的收市價為每股0.085港元。

自認購事項募集的所得款項總額最高為663,911,241.749港元，而自收購事項募集的所得款項淨額最高

將約為662百萬港元（即淨發行價格約為每股0.059港元），其中：

(i) 約480百萬港元將用作增強本公司的製造能力：

(a) 約70百萬港元將用於在山東省青島萊西市經濟開發區購買土地使用權，以建設新生產廠房；

(b) 約360百萬港元將用於在通過上述購買土地使用權的山東省土地上建設新生產廠房及其他配

套設施（包括倉庫、研發中心、辦公樓、員工宿舍及展示廳），以擴大本集團製造業務的產能

及技術實力；及

(c) 約50百萬港元將用於在中國購買相關生產設備，以生產新能源汽車的汽車零部件（主要包括

逆變器及多功能移動電源），拓寬本集團產品組合及尋求機遇擴大其於新能源汽車行業的曝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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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約120百萬港元將用作償還本集團餘下銀行貸款；及

(iii) 約62百萬港元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a) 約44百萬港元將用作本集團製造業務與汽車經銷及服務業務的採購成本；

(b) 約10百萬港元將用作本集團僱員薪酬；及

(c) 約8百萬港元將用作本集團其他日常開支（包括應付本集團法律顧問及核數師的專業費用）。

認購事項的先決條件已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達成。為確保經認購事項擴大後的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將根據上市規則維持最低公眾持股量，完成日期已延長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或訂約方可

能共同書面協定的有關其他較後日期）。有關認購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一年五

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三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二

年五月二日、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七日及二零二二年七月八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

二十九日的通函。



其他資料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新焦點汽車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34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丶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並無擁有或視作擁有須記

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中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7及8分部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項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的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及

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知會本公司的權益及淡倉，或須記錄

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中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擁有者

除外）的股份數目

根據股本衍生

工具擁有權益

的股份數目

股份及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擁有

的相關股份總數

佔已發行股份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2）
      

認購方（附註3） 實益擁有人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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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擁有者

除外）的股份數目

根據股本衍生

工具擁有權益

的股份數目

股份及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擁有

的相關股份總數

佔已發行股份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2）
      

深圳道度實業有限公司

（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青島國瑞春熙實業

有限責任公司（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青島國瑞新福克斯投資

中心（有限合夥）

（「該基金」）（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春熙資產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春熙資產管理」）

（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羅小曼（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青島國瑞恒達投資開發

有限公司（「國瑞恒達」）

（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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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擁有者

除外）的股份數目

根據股本衍生

工具擁有權益

的股份數目

股份及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擁有

的相關股份總數

佔已發行股份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2）
      

青島昌陽投資開發

有限公司（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萊西市國有資產投資中心

（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青島零度創業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夥人」）

（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武漢零度創新創業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

（「投資經理」）

（附註3）

投資經理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武漢零度資本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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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擁有者

除外）的股份數目

根據股本衍生

工具擁有權益

的股份數目

股份及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擁有

的相關股份總數

佔已發行股份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2）
      

武漢光谷聯合集團

有限公司（「光谷聯合」）

（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光谷聯合控股有限公司

（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中電光谷聯合有限公司

（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AAA Holdings Limited

（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中電光谷聯合控股

有限公司（「中電光谷」）

（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黃立平（附註3）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1,252,732,911 (L) – 11,252,732,911 (L) 166.27%

CDH Fast Two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889,580,226 (L) – 2,889,580,226 (L) 42.70%

CDH Fast One Limited

（附註4）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2,889,580,226 (L) – 2,889,580,226 (L) 42.70%



其他資料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新焦點汽車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38

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擁有者

除外）的股份數目

根據股本衍生

工具擁有權益

的股份數目

股份及根據股本

衍生工具擁有

的相關股份總數

佔已發行股份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附註2）
      

Fast Point Limited（附註4）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2,889,580,226 (L) – 2,889,580,226 (L) 42.70%

CDH Fund IV, L.P.（附註4）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2,889,580,226 (L) – 2,889,580,226 (L) 42.70%

CDV IV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附註4）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2,889,580,226 (L) – 2,889,580,226 (L) 42.70%

China Diamond Holdings 

IV, L.P.（附註4）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2,889,580,226 (L) – 2,889,580,226 (L) 42.70%

China Diamond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附註4）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2,889,580,226 (L) – 2,889,580,226 (L) 42.70%

潘濤（「承質押人」） 於股份中擁有保證

權益的人士

（附註5）

2,889,580,226 (L) – 2,889,580,226 (L) 42.70%

Fame Mountain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804,761,905 (L) – 1,804,761,905 (L) 26.67%

武強（附註6）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 1,804,761,905 (L) – 1,804,761,905 (L)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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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字母「L」代表股份的好倉。

2. 該百分比指擁有權益的股份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6,767,636,215股。

3. (i)認購方、( i i )深圳道度實業有限公司（認購方的唯一股東）、( i i i )青島國瑞春熙實業有限責任公司（深圳道度實業有

限公司的唯一股東）、( iv)該基金（直接擁有深圳道度實業有限公司99.11%權益）、(v)春熙資產管理（直接擁有該

基金50.92%權益）、(vi)羅小曼（直接擁有春熙資產管理82.50%權益）、(vi i)國瑞恒達（直接擁有該基金48.92%權

益）、(vi i i )青島昌陽投資開發有限公司（國瑞恒達的唯一股東）、( ix)萊西市國有資產投資中心（青島昌陽投資開發

有限公司的唯一股東）、(x)普通合夥人（該基金的普通合夥人）、(xi)投資經理（該基金的投資經理）、(xi i)武漢零度

資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夥人的唯一股東）、(xi i i )光谷聯合（直接擁有武漢零度資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45%

權益）、(xiv)光谷聯合控股有限公司（光谷聯合的唯一股東）、(xv)中電光谷聯合有限公司（光谷聯合控股有限公

司的唯一股東）、(xvi) AAA Holdings Limited（中電光谷聯合有限公司的唯一股東）、(xvii)中電光谷（AAA Holdings 

Limited的唯一股東）及(xvii i )黃立平（擁有中電光谷25.14%權益，並分別最終實益擁有兩間有限合夥企業80%及

40%權益，而該兩間有限合夥企業分別直接擁有武漢零度資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30%及25%權益）各自被視為於

根據本公司與認購方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的認購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有關條款及條件概要載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的通函「董事會函件」內「認購事項條件」一節）完成認購事項後將向認購方

發行的認購股份中享有權益。

4. CDH Fast One Limited（CDH Fast Two Limited的唯一股東）、Fast Point Limited（CDH Fast One Limited的唯一

股東）、CDH Fund IV, L.P.（Fast Point Limited的唯一股東）、CDH IV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CDH Fund IV, 

L.P.的普通合夥人）、China Diamond Holdings IV, L.P.（CDH IV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的控股股東）及China 

Diamond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China Diamond Holdings IV, L.P.的普通合夥人）各自被視為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於本公司股份享有間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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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CDH Fast Two Limited已簽立以承質押人為受益人的股份質押，據此，CDH Fast 

Two Limited已按第一固定質押方式將2,889,580,226股本公司普通股（佔本公司於本中期報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約

42.70%）質押，作為承質押人根據一項貸款協議（「貸款協議」）向本公司提供為數3,200,000美元貸款（「該貸款」）

以及本公司結欠承質押人為數11,506,144.12美元及人民幣43,910,769.87元的若干債務的擔保。該貸款自其動用

日期起計為期三個月，並已根據貸款協議的條款延長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其後暫未進一步延長。有關股

份質押的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公告。

6. 武強先生（Fame Mountain Limited的唯一董事及唯一股東）被視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於本公司股份享有間接權

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有悉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

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向本公司披

露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中的權益或淡倉。

期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通過的股東決議案採納一項新期權計劃（「計劃」），作為對本集團

經營成果有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的鼓勵及獎賞。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董事、本集團僱員、供應商、

客戶及業務或策略聯盟夥伴。計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起生效，除非遭註銷或修訂，否則將於當

日起計十年內有效。計劃主要條款的摘要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的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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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計劃可供發行的股份總數為376,116,501股，相當於本公司於批准計劃日期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10%。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根據計劃授出仍然尚未行使的期權，且期間內計劃項下概

無可供發行的股份。根據計劃可供發行的股份總數為363,076,327股，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已發行股本總額約5.36%。

買賣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間內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資料的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資料於二零二一年年報日期後的變動載列如

下：

姓名 變動詳情

張曉亞先生 獲委任為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安徽安孚電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603031）的獨立董事，自二零二二年三月十日起生效。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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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或標準守則所定義的相關僱員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

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期間一直遵照標準守則所載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準則及實務指引，亦已討論核

數、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本集團於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本中期

報告的會計資料未經審核，惟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新焦點汽車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佟飛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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