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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辦事處
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及在中國的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
浙江省
杭州市蕭山區
瓜瀝鎮橫埂頭村
臨港工業園區

在香港的業務地址
香港
新界荃灣海盛路3號
TML廣場
17樓D6B室

公司秘書
沈成基先生CPA

監察主任
許勇先生

審核委員會
羅嘉偉先生
范曉屏先生
高林久記先生

薪酬委員會
羅嘉偉先生
范曉屏先生
高林久記先生

提名委員會
羅嘉偉先生
范曉屏先生
高林久記先生

法定代表
許勇先生
沈成基先生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Royal Bank of Canada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4th Floor, Royal Bank House
24 Shedden Road, George Tow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鋪

股份代號
96

核數師
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
中國
浙江省
杭州市
蕭山區
城河街54號
郵編311201

中國農業銀行
中國
浙江省
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
建設路
郵編311215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
中國
浙江省
蕭山區
城廂鎮
體育路55號
郵編311215

The Bank of Tokyo-Mitsubishi, UF J Ltd
20/F, AZIA Center
1233 Lujiazui Ring Road
Pudong Shanghai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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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專注在中國從事精確注塑模具的設

計、開發和模具製造，及生產塑膠配件。本集團亦為客戶提供若干塑膠配件的裝嵌和再

加工服務。本集團客戶主要為在國內知名的汽車及零部件廠商，辦公室用品及塑膠件的

生產商。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對中國經濟帶來

負面影響，雖然本集團銷售收入比去年同期有輕微增長，但是疫情令本集團生產及交貨

受到影響，平均單位銷售成本及銷售費用相應增加，導致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內利潤有所下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投入研發費用約人民幣34,190,000元。

本集團將繼續以模具研發為核心，積極鞏固技術優勢，並不斷加強自動化生產，及改善

工藝流程，提升生產效率。另外，集團為提升成本優勢，考慮更加貼近主要客戶建立工

廠，為主要客户提供快速高效的服務。與此同時，為保持集團在市場的競爭優勢，持續

投入更多的先進設備。然而，我們繼續投入發展業務，加大新業務的開發力度，為集團

業務增長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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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銷售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銷售收入約人民幣726,193,000元，比較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銷售收入約人民幣719,430,000元增加約0.9%。

毛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約人民幣78,695,000元，比較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約人民幣91,466,000元下跌約14.0%。

毛利下跌原因主要為(i)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研發費用約人民

幣34,190,000元計入銷售成本（二零二一年：人民幣29,523,000元）；及(ii)二零二二年上

半年長春及上海等地疫情情況令本集團生產及交貨受到影響，平均單位銷售成本增加。

銷售費用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費用，比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9,099,000元增加約28.1%到人民幣50,069,000元。銷售費用增加主要

由於運輸費用、包裝費用及人工成本增加所致。

管理費用

本集團截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管理費用，比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0,346,000元增加到人民幣30,34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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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費用為人民幣9,863,000元（二零二一

年：人民幣9,642,000元）。

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本集團截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公司股東應佔利潤，比較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622,000元下跌至約人民幣11,537,000元。

財務資源與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權益約為人民幣約792,031,000元。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

1,005,314,000元，其中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約為人民幣59,277,000元。本集團非流動

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786,891,000元，而流動負債約為人民幣831,860,000元，主要為應

付賬款，預提費用及短期借款。本集團的每股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24元。本集團以貸

款與總資產值的百分比為槓桿比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槓桿比率為

32.7%（二零二一年：22.0%）。

分部資料

集團唯一主營業務是模具及塑膠模具配件的製造及貿易。集團所有業務地處及在中國進

行。董事認為，集團以單一經營分部運營。因此，並無呈列分部分析。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3,150名員工（二零二一年：約2,800名），員工

薪酬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人民幣130,000,000元。薪酬是參考市場價格及個別員工

表現，資歷及經驗所釐定。本集團提供公積金予香港員工及相似計劃予中國員工，作為

退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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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使用權資產及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值分別約為人

民幣12,000,000元及人民幣90,000,000）元為銀行借款的抵押品。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賬面值約為人民幣25,000,000元）

為在售後租回安排下其他借款的抵押品。

匯率風險

本集團以人民幣，美元及日圓進行業務，當這些貨幣的價值在國際貨幣市場上波動，本

集團便會面對匯率風險。

本集團匯率風險是由於以美元及日圓計值之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訂金及其他應收

款，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及貿易應付款及其他應付款引起。本集團相關公司的功能

貨幣是人民幣及港幣。本集團現時並沒有就匯率風險進行外幣對沖交易政策。不過，董

事會關注有關匯率風險及有需要時考慮就重大匯率風險進行外幣對沖交易。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並無任何重大投資亦無作出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附屬公司。

或然負債╱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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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管理層會積極恪守本集團的策略，利用其管理層在模具及塑膠配件生產行業的經驗，及

其在模具製作的專門知識去提升產品質素，擴闊客戶基礎，以及強化本集團的在高端模

具市場的領先地位，及為客戶提供從模具開發到注塑、鍍鋁及組裝等一站式服務核心競

爭力。

作為信譽昭著的國際知名品牌製造商之服務供應商，管理層相信本集團擁有現有之主要

客戶群所認同的管理特色包括(i)對產品質量要求嚴謹，尤其是汽車零部件、辦公室自動

化設備如複印機及列印機的組件，必需達到高度精密的標準，以確保有關設備能有效運

作；(ii)強調生產效率以縮短生產週期及即時化存貨管理系統；(iii)積極參與供應商之產

品生產過程，以確保產品品質，以及雙方通過緊密溝通來改善供應商的生產效率；(iv)集

團不斷投入自動化設備，量身定作，建造自動化工廠，不斷提升生產效率及減少人工成

本。此外，為製造高度精密標準的部件給客戶，本集團在採購優質生產設備方面投放大

量資源，本集團的生產機器大部份均為國際知名品牌所生產的頂級設備。

集團為瞭解行業的最新發展動態及瞭解客戶要求，加強了與歐美、日本客戶的交流。另

外，除了派遣技術人員赴日本研修外，集團聘請英國、日本等經驗豐富的高級銷售和技

術人員，以提高集團銷售和技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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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品質方面，本集團已採用系統完善生產過程及監控產品品質。另外，鑒於行業內科

技日新月異，本集團將繼續購買及安裝先進機器設備；及於精確注塑模具的設計、開發

加強力度。通過以高精密模具為核心，注塑、鍍鋁及組裝等一站式服務為依託，不斷完

善銷售渠道以抓著商機以加大市場份額，並不斷拓展客戶基礎。然而，本集團於選擇新

客戶時將非常謹慎，並於選擇的過程中考慮各項因素，其中包括產品訂價以及客戶在業

界的地位及信譽等。市場開拓方面，本集團不斷拓展國際業務。

為緊跟汽車產業的發展及為進一步滿足客戶需求，本集團經已在墨西哥註冊成立一間全

資子公司，並會設置生產線，在美洲市場生產及銷售汽車零部件模具及汽車零部件。此

外，本集團打算在塞爾維亞註冊成立一間全資子公司，開拓歐洲市場。根據客戶發展，

合適時將會加大投資購置土地及建造廠房。

擬派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零）。因

此，本公司毋須暫停股份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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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
中的權益及╱或淡倉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三日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及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

退出創業板。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董事

及行政總裁就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本衍生工具及債

券的股份和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或淡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的規

定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而擁有或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或淡

倉），或須載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述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或淡倉，或將須

根據上市規則有關董事作出的證券交易的規定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該等權益及╱或淡

倉如下：

身份 股份數目  

公司名稱 董事名稱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好倉 淡倉

權益概約

百分比

本公司 增田勝年先生 

（「增田先生」） 

（附註1）

— — 233,316,864股 233,316,864股 — 36.65%

本公司 增田敏光先生（附註2） — — 233,316,864股 233,316,864股 — 36.65%

本公司 許勇先生 90,086,400股 — — 90,086,400股 — 14.15%

本公司 島林學步先生 1,900,800股 — — 1,900,800股 —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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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股份數目  

公司名稱 董事名稱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好倉 淡倉

權益概約

百分比

本公司 范曉屏先生 57,024股 — — 57,024股 — 0.01%

株式會社友成機工 增田先生（附註3） — — 82,000股 82,000股 — 100.00%

株式會社友成機工 增田敏光先生（附註4） — — 82,000股 82,000股 — 100.00%

附註：

1. 增田先生持有Conpri 44.03%已發行股本。Conpri擁有株式會社友成機工100%已發行股本權

益，而株式會社友成機工則於本公司36.65%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增

田先生被視為持有株式會社友成機工的100%股權。另外，株式會社友成機工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中36.65%權益，而且株式會社友成機工或其董事一向按照或聽命於增田先生的指示或指

令行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增田先生被視為其於株式會社友成機工持有的233,316,864股股

份中擁有權益。

2. 增田敏光先生（增田先生的兒子）持有Conpri 17.89%已發行股本。Conpri擁有株式會社友成機

工100%已發行股本權益，而株式會社友成機工則於本公司36.65%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增田敏光先生被視為透過其於Conpri的股權持有233,316,864股股份。

3. 增田先生持有Conpri 44.03%已發行股本。Conpri或其董事一向按照或聽命於增田先生的指示

或指令行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增田先生被視為持有由Conpri持有的株式會社友成機工

82,000股股份。

4. 增田敏光先生（增田先生的兒子）持有Conpri 17.89%已發行股本。Conpri持有株式會社友成機

工100%已發行股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增田敏光先生被視為持有由Conpri持有株式會社

友成機工82,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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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
債券中的權益及╱或淡倉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三日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及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

退出創業板。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就董事所

知，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以外）擁有本公司的股份或股本衍生工具的股份及

相關股份權益及╱或淡倉（包括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而擁有或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或

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向本公司披露及╱或須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而需記入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內，及╱或直接或間接擁

有有權在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型股本的股本

面值10%或以上的人士如下：

股份數目 

公司名稱 股東名稱 身份 好倉 淡倉

權益概約

百分比

本公司 株式會社友成機工 實益擁有人 233,316,864股 — 36.65%

本公司 Conpri（附註1） 公司權益 233,316,864股 — 36.65%

本公司 Superview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10,880,000股 — 17.42%

本公司 丁宏廣 實益擁有人 60,104,640股 — 9.44%

附註：

1. Conpri於株式會社友成機工的已發行股本中持有100%的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Conpri

被視為持有由株式會社友成機工持有的233,316,864股股份。

2. Superview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由本公司執行董事許勇先生之兄長許躍先生全資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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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之權利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及其公司並無向任何董事及彼等聯繫人士授出權利，

且彼等亦無行使有關權利，以收購本公司及任何其他法人團體股份或債券。

有關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

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規定標準。本公司亦已向所有董事作出個別查

詢，據本公司所知悉，董事在買賣證券時並無違反買賣證券之標準守則及有關董事買賣

證券之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設立了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高林久記先生、范曉屏先生及羅

嘉偉先生所組成，並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3.21至3.22以書面界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

員會之主要職責為(i)審閱本公司的年報及賬目、半年報告及季度報告（如編製）的草案，

並就這些草案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ii)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程序。

羅嘉偉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的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及批准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認為該等業績乃根據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且已作出足夠之披露。

購買、銷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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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株式會社友成機工擁有本公司權益的36.65%。株式會社友成機工的生產和業務運作基

地在日本，主要從事注塑模具的設計、模具製造和銷售，及在較小規模方面，從事在生

產和銷售塑膠配件產品。株式會社友成機工所製造的注塑模具，主要用於生產車頭燈配

件，包括配光鏡及反射鏡、汽車儀表板及其他汽車內部配件。此外，株式會社友成機工

亦製造供生產空調用的周邊塑膠配件及釣魚用具配件用的注塑模具。

株式會社友成機工的權益，由Conpri全資擁有。 Conpri是一家在日本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由增田先生擁有約44.03%、增田敏光先生擁有約17.89%及株式會社友成機工員工

會擁有38.08%（無投票權）。增田敏光先生為增田先生的兒子。增田先生及增田敏光先生

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雖然本集團及株式會社友成機工某程度上是從事類似的業務活動，但本集團的業務與株

式會社友成機工的業務活動各自獨立及有明確的分野，其中，株式會社友成機工的目標

市場在地域上與本集團的（為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同。株

式會社友成機工生產設施的所在地與本集團的亦不同，且各自獨立。負責本集團和株式

會社友成機工日常運作的管理層各有不同。董事相信株式會社友成機工並無與本集團競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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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董事相信株式會社友成機工不會與本集團競爭，但為將本集團的業務與株式會社友

成機工清楚地劃分，避免日後與本集團的任何競爭，株式會社友成機工與其附屬公司

（合稱為「契諾承諾人」）訂立了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九日的不競爭契據（「不競爭

契據」），據此，每一位契諾承諾人不可撤回地及無條件地向本公司承諾及訂立契諾，每

名契諾承諾人將會：

(1) 無論為本身或為任何其他人士、商行或公司均不會，及（倘適用）促使其附屬公司

（本公司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除外）或由契諾承諾人控制的公司無論為本身或作為

任何人士、商行或公司均不會，及無論直接或間接（不論作為股東、夥伴、顧問或

其他身份及不論是否圖利、獎賞或其他目的）於任何時間招徠、干預或設法從本集

團任何成員公司招引任何人士、商行、公司或明知不時或在任何時間為本集團任何

成員公司的客戶或供應商或業務夥伴的機構；

(2) 不論單獨或與任何其他人士、商行或公司進行（包括但不限於進行投資、設立分銷

渠道及╱或聯絡辦事處及建立業務聯盟）、參與、從事、涉及或持有與本集團任何

成員公司不時設計、開發及製造精密注塑模具或在本集團獨家市場製造塑膠配件或

提供若干塑膠配件組裝及再加工的業務（「業務」）類似或競爭（直接或間接）或很可能

競爭的任何業務的權益或於任何方面協助或向其提供支援（不論在財政上、技術上

或其他方面）（但向本集團提供協助或支援除外），包括就以上任何一項訂立任何合

約、協議或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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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向於本集團的獨家市場內的本集團產品組合中任何產品的任何買家或準買家（「客

戶」）直接或間接銷售、分銷、供應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屬於本集團產品組合的產品，

及在接獲客戶有關屬於本集團產品組合的產品查詢時，將契諾承諾人所接獲的所有

上述商機轉介給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並提供充分資料，使本公司或本集

團任何成員公司可對該等商機達致知情意見及評估；

(4) 倘有關的契諾承諾人知悉或合理地被視為應已知悉有關產品最終將會在本集團的獨

家巿場轉售、轉分銷或轉供應以作商業開拓用途，則不會直接或間接銷售、分銷、

供應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屬於本集團產品組合的任何產品；

(5) 於接獲本集團的獨家巿場以外的客戶提出屬於本集團產品組合的產品任何訂單或查

詢，而有關的契諾承諾人知悉或合理地被視為應已知悉有關產品最終將會在本集團

的獨家巿場轉售、轉分銷或轉供應以作商業開拓用途，則有關契諾承諾人會以書

面方式知會本集團有關訂單及查詢，及就有關產品訂單轉介該客戶直接與本集團聯

絡；

(6) 不做或不宣稱可能會損害任何一家本集團成員公司聲譽，或可導致任何人減少與任

何一家本集團成員公司的生意額或尋求改善與任何一家本集團成員公司的貿易往來

條款的事情；及

(7) 不誘使或引誘或設法誘使或引誘本集團的任何僱員或顧問終止其與任何一家集團成

員公司的的僱用或委任。

除以上披露外，本公司董事並無於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

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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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於整個期間，除偏離守則條文A.1.8外，本集團已採用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的相關規定。董事會和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已認真地對守則進行評

估，以及檢討本集團的常規以確保守則得到全面遵守。

在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1.8下，本集團應就其董事可能面對的法律行動作出適當的投保

安排。不過，本集團業務較為單一，董事對集團業務容易理解，並有足夠精力和學識作

出企業決策，同時董事認為，管理層一貫注重風險管控，並嚴格遵守上市規則及有關規

定，因此無需購買董事及行政人員保險。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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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726,193 719,430

銷售成本 (647,498) (627,964)    

毛利 78,695 91,466

其他收入 4 27,911 13,017

銷售費用 (50,069) (39,099)

管理費用 (30,347) (30,346)

財務成本 (9,863) (9,642)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91 160    

稅前利潤 5 16,518 25,556

稅項 6 (4,981) (7,934)    

期間利潤 11,537 17,622    

股息 – –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 人民幣0.0181元 人民幣0.0277元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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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利潤 11,537 17,622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兌換海外經營的財務報表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192) 142   

期間總全面收益 11,345 17,764   

利潤歸屬於：

公司股東 11,537 17,622

少數股東權益 – –   

11,537 17,622   

總全面收益歸屬於：

公司股東 11,345 17,764

少數股東權益 – –   

11,345 17,76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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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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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25,154 589,580
使用權資產 102,408 105,294
無形資產 12,528 14,135
商譽 5,385 5,385
遞延稅項資產 2,131 2,131
於聯營公司權益 39,285 39,094    

786,891 755,619    
流動資產
存貨 409,536 447,801
應收賬、應收票據、訂金及預付款 8 535,211 568,632
最終控股公司款項欠款 1,290 1,290
已抵押銀行存款 – 577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59,277 43,293    

1,005,314 1,061,593    
流動負債
應付賬及應計費用 9 395,759 623,411
欠聯營公司款項 – 1,168
應付稅項 11,587 5,449
銀行及其他借款－一年內到期 424,514 368,166    

831,860 998,194    
淨流動資產 173,454 63,39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60,345 819,01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政府補助 6,008 6,232
銀行及其他借款－一年後到期 162,306 32,100    

168,314 38,332    
792,031 780,68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801 5,801
儲備 779,670 768,325    

785,471 774,126
少數股東權益 6,560 6,560    

792,031 780,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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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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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授予條件

發行股份

儲備 匯兌儲備 資本儲備

法定盈餘

儲備 留存利潤 小計

少數股東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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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5,801 123,375 49,663 18,065 3,729 71 22,034 506,089 728,827 6,195 735,022            
期間利潤 – – – – – – – 17,622 17,622 – 17,622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 – 142 – – – 142 – 142            
期間總全面收益 – – – – 142 – – 17,622 17,764 – 17,76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5,801 123,375 49,663 18,065 3,871 71 22,034 523,711 746,591 6,195 752,786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5,801 123,375 49,663 18,065 5,799 71 27,885 543,467 774,126 6,560 780,686            
期間利潤 – – – – – – – 11,537 11,537 – 11,537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 – (192) – – – (192) – (192)            
期間總全面收益 – – – – (192) – – 11,537 11,345 – 11,345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5,801 123,375 49,663 18,065 5,607 71 27,885 555,004 785,471 6,560 792,031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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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81,316) 52,45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89,254) (58,399)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86,554 6,64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5,984 69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293 52,917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代表銀行結餘， 

存款及現金 59,277 5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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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呈列基準

友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四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豁免有限公

司。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三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

板」）上市，並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從創業板除牌。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

日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編製而成。

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年報所採用者相符，惟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採納並適用於本集團業務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修訂除外。採納的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並未對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以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並無構成重大財務影

響。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於期間內出售貨物的已收和應收金額，減折扣及增值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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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出售原材料及廢料的收益及政府補貼。

5. 稅前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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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前利潤經扣除以下各項：

計入費用的存貨成本 647,498 627,964

使用權資產折舊 2,886 2,356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管理費用內） 1,607 1,36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3,680 46,206   

6. 稅項

(i) 海外所得稅

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獲豁免開曼群島稅款。

(ii) 香港所得稅

因為於兩年度內本公司並無應課香港利得稅的利潤及本公司子公司的收入並非在香港產

生，所以沒有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iii) 中國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法規，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的中國子公司的企

業所得稅稅率為25%。

本公司子公司杭州友成機工有限公司（「杭州友成」）、廣州友成機工有限公司（「廣州友

成」）、友成（中國）模具有限公司（「友成中國」）及杭州友成模具技術研究有限公司（「友成

技術研究」）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適用稅率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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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廣州友成被廣東省科技部評為高新科技企業，由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九日起計首三年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為15%。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廣州友成再

取得高新科技資格續期，由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二年享有優惠稅率15%。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杭州友成被浙江省科技部評為高新科技企業，由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起計首三年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為15%。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杭州

友成再取得高新科技資格續期，由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四年享有優惠稅率15%。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友成中國及友成技術研究被浙江省科技部評為高新科技企

業，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計首五年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為15%。

7. 每股盈利

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是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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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潤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利潤 11,537 17,622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股 千股

股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36,550 636,550   

由於沒有尚未行使潛在普通股，所以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

薄盈利等同於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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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收賬、訂金及預付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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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賬款 429,614 426,208

減：確認減值虧損 (6,493) (6,493)   
423,121 419,715

應收票據 43,035 39,912

預付供應商款項 33,009 54,020

預付款 15,988 27,959

其他應收款及訂金 20,058 27,026   
535,211 568,632   

附註：

集團通常給予客戶30至90日的還款期。與集團建立良好關係的模具客戶，還款期可延長到90至

270天。集團對該等結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報告期末，已扣除減值虧損的應收款的帳齡以發票日期（與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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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天內 184,626 182,143

31 – 60天 120,721 120,205

61 – 90天 67,632 66,532

91 – 180天 39,864 39,522

181 – 365天 3,255 3,018

超過365天 7,023 8,295   
423,121 419,715   



中期業績報告 2022 | 友成控股有限公司 26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9. 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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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317,923 407,908

應付增值稅 4,196 5,482

合同負債 522 61,404

其他應付款 22,758 52,345

預提員工成本 30,315 44,018

應計費用 20,045 52,254   
395,759 623,411   

於報告日應付款的帳齡以發票日期分析和應計費用明細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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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天內 200,346 173,563

31 – 60天 64,266 100,435

61 – 90天 35,882 56,150

91 – 180天 24,735 55,604

181 – 365天 3,233 13,047

超過365天 6,293 9,109   
317,923 407,908   

購貨平均付款期為30至120日。本集團現行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會在付款期

支付。

10. 批准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批准及授權刊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於本報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島林學步先生及許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増田勝年先生及

増田敏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羅嘉偉先生、范曉屏先生及高林久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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