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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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公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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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TH GROUP LIMITED
敏實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25）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營業額增長約 5.5%，達到約人民幣 1,811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同期為約人
民幣1,716百萬元）。

‧ 毛利率為約 35.8%（二零一零年同期為約37.3%）。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約4.4%，達到約人民幣388百萬元（二零一零
年同期為約人民幣 406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減少至約人民幣0.361元（二零一零年同期為約人民幣0.403
元）。

中期業績

敏實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未經審
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年同期」）的比
較數字。中期業績及簡明財務報告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
委員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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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1,810,590 1,716,465
銷售成本 (1,161,587) (1,075,868)

  

毛利 649,003 640,597
投資收入 32,043 17,995
其他收入 60,318 20,463
其他利得與損失 (5,279) 17,823
分銷及銷售開支 (67,669) (61,408)
行政開支 (140,583) (106,798)
研發開支 (83,344) (73,36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利息 (4,291) (2,718)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14,751 10,890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5,489 22,547

  

除稅前溢利 470,438 486,027
所得稅開支 4 (63,352) (59,959)

  

期內溢利 5 407,086 426,068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5,556) (3,28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收益（虧損） 15,646 (28,696)
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有關的所得稅 (1,957) 2,707

  

本期間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8,133 (29,27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15,219 39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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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88,226 406,206
非控股權益 18,860 19,862

  

407,086 426,068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97,045 376,608
非控股權益 18,174 20,184

  

415,219 396,792
  

每股盈利 7
基本 人民幣0.361元 人民幣0.403元

  

攤薄 人民幣0.359元 人民幣0.3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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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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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081 1,213,320
預付租賃款項 397,007 306,686
商譽 15,276 15,276
其他無形資產 34,170 19,659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73,572 59,577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26,443 110,954
可供出售投資 189,284 173,638
應收貸款 15,725 29,693
遞延稅項資產 29,602 33,523

  

2,143,160 1,962,326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8,640 6,708
存貨 526,536 452,594
應收貸款 41,998 30,715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061,778 1,011,807
衍生金融資產 8,271 15,999
其他金融資產 3,000 –
已抵押銀行存款 72,038 62,463
銀行結餘及現金 3,216,769 3,158,225

  

4,939,030 4,738,51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558,853 572,844
稅項負債 42,189 65,300
借貸 592,110 407,450
衍生金融負債 4,236 –

  

1,197,388 1,045,594
  

流動資產淨值 3,741,642 3,692,91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84,802 5,65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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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9,090 108,904
股份溢價及儲備 5,585,065 5,412,3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694,155 5,521,276
非控股權益 162,428 111,717

  

總權益 5,856,583 5,632,99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8,219 22,250

  

28,219 22,250
  

總權益及負債 5,884,802 5,65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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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所
載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報，人民幣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允價值計量（視適
當情況而定）。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
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
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於二零一零年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有關聯人士披露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供股分類之修訂本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最低資金規定之預付款項之修訂本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呈報金額及╱或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下列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已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後頒佈，但尚
未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價值計量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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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2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就
進行合併、共同安排及作出披露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只有所有此等五項新訂或經修訂
準則同時獲提早應用時方可提早應用。本公司董事預期此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將於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處理綜合財務報表之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
立財務報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載有控制權之新定義，包括三項元素；(a)對接受
投資實體之權力；(b)參與接受投資實體的業務所得可變回報之風險或權利；及 (c)對接受
投資實體行使其權力影響投資者回報金額之能力。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已新增廣泛
指引以處理複雜情況，包括擁有不足過半數投票權之投資實體可能控制接受投資實體之
情況。總體而言，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需要作出多項判斷。董事正評估採用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可能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有關影響將於評估完成後
於本集團日後之綜合財務報表中予以披露。

除上述所披露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此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
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以下載列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按可呈報經營分類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國 亞太 北美 歐洲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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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銷售 1,305,926 155,293 256,171 93,200 1,810,590

     

分類溢利 471,273 54,560 83,059 41,313 650,205
    

投資收入 32,043
其他未分配收入 53,837
未分配費用 (291,596)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
銀行借款利息 (4,291)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14,751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5,489

 

除稅前溢利 470,438
所得稅開支 (63,352)

 

本期間溢利 40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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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國 亞太 北美 歐洲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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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銷售 1,311,926 171,384 177,867 55,288 1,716,465

     

分類溢利 483,494 63,766 67,886 25,445 640,591
    

投資收入 17,995
其他未分配收入 38,286
未分配費用 (241,56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
銀行借款利息 (2,718)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10,890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22,547

 

除稅前溢利 486,027
所得稅開支 (59,959)

 

本期間溢利 426,068
 

分類溢利指調整與銷售相關應收貿易賬款及存貨之減值後各分類賺取的毛利。此乃就資
源分配與表現評估向董事會作報告之方式。

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55,274 60,950
其他司法權區 255 113
已付預扣所得稅 – 176

  

55,529 61,23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110) (2,363)

  

遞延稅項
本期間 7,933 1,083

  

63,352 5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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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0,925 51,779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包含在銷售成本、行政開支及
研發開支內） 5,194 5,312

  

折舊及攤銷總額 66,119 57,091
  

已確認存貨成本 1,161,587 1,075,868
存貨備抵的計提（沖回） 249 (4,200)

  

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0.266港元（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0.219港元） 238,583 205,94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已向本公司股東派發股息每股0.266港元（二零一零年：每股0.219
港元），作為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388,226 406,206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75,001 1,008,865

攤薄購股權的影響 7,447 10,589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82,448 1,01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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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已行使之購股權作出調整。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授出之未歸屬購股權已獲行使，原因
為該等購股權之調整後行使價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股份平均市
價。

去年同期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進行
之配售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行使之購股權作出調整。

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聯營公司 8,480 13,534

－共同控制實體 32,997 31,143

－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 16,935 30,643

－第三方 725,296 743,975

減：呆賬準備 (3,689) (3,617)
  

780,019 815,678

應收票據 70,783 49,471
  

850,802 865,149

其他應收款項 30,580 23,172

減：呆賬準備 (320) (550)
  

881,062 887,771

預付款項 106,105 58,903

可收回增值稅 11,963 1,758

收購土地使用權之可退還擔保按金 20,000 41,057

應收補助金 20,330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股息 17,084 17,084

應收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股息 5,234 5,234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061,778 1,01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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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自交付貨品及客戶接收貨品當日起計60日至90日的信貸期。以下為
報告期間結束日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準備）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90日 823,035 842,015

91至180日 22,989 13,809

181至365日 4,625 9,020

1年以上 153 305
  

850,802 865,149
  

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聯營公司 4,542 5,032

－共同控制實體 35,566 26,942

－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 10,288 21,533

－第三方 280,719 280,042
  

331,115 333,549

應付工資及福利 47,940 62,862

客戶墊付 39,447 27,36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代價 24,851 25,215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的股息 – 11,091

應付技術支持服務費 25,534 29,002

應付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營銷及行政服務費用 12,869 5,669

其他 77,097 78,09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558,853 57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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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日期根據本集團收到及接受貨品的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90日 319,970 323,332

91至180日 6,331 7,241

181至365日 1,481 794

1至2年 1,499 1,647

超過2年 1,834 535
  

331,115 333,549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同期：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概覽

回顧期間，中國乘用車市場經受了稅收優惠取消、部分城市機動車限購以及二
零一一年三月的日本大地震等不利因素的考驗。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乘用車生
產704萬台，同比增長5.36%，銷售711萬台，同比增長5.75%，整體產銷量較上年
同期仍保持增長，雖漲幅有較大回落。而隨著日系車廠的逐步復產以及各大車
廠對中國市場的普遍重視，於回顧期末，中國乘用車銷售呈現恢復跡象。

就全球市場而言，美國汽車銷售市場繼續恢復性增長，日本受大地震的重創車
市汽車銷量大幅下滑，歐洲汽車市場經短暫回暖後再次下滑，包括印度在內的
其他新興市場出現了增幅減緩的情況。但全球採購和全球化平台車型的趨勢
加強令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得以獲取更多出口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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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覽

本集團主要從事汽車裝飾條、汽車裝飾件、車身結構件以及其他相關汽車零部
件的設計、製造、銷售，已在中國、北美、墨西哥及泰國設立生產基地，輔以日
本、北美的研發中心和輻射歐洲的德國銷售網點，立足現有市場，穩步探索、
進軍其他新興市場，服務全球市場。

於回顧期間，受日本大地震後零部件供應鏈中斷、日系車廠減產的短期不利因
素影響，以及中國乘用車市場增長放緩，本集團對日系車廠銷售減少，整體營
業額增速減緩。但本集團繼續強化和拓展客戶關係，並採取了優化生產流程、
提高成品率、降低損耗和深化集中採購等多重措施，同時受益於本集團前瞻性
的全球市場佈局，海外市場以及出口的增長彌補了短期不利因素的影響，營業
額仍然錄得溫和增長，毛利率維持在較高的水平。

籍借乘用車市場的理性回歸，本集團強化內部管理，調整管理架構、提升管理
效率，完善風險控制體系，增強研發實力、改善員工待遇，促進員工與公司的
和諧發展，為進一步鞏固國內市場地位和擴大國際市場份額做好準備。

業務與經營佈局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國內營業額為約人民幣 1,305,926,000元，較上年同期之約
人民幣1,311,926,000元，基本持平。隨著泰國和墨西哥的工廠產能逐步釋放，北
美市場復蘇及全球採購訂單承接帶來的出口回升，本集團海外營業額持續增
長，為約人民幣504,664,000元，較上年同期約人民幣404,539,000元，增長約人民
幣100,125,000元，增幅達約24.8%。

座椅骨架系統的研發與生產使本集團實現產品系列的延伸；本集團於回顧期
間就收購可附特（北京）有限公司45%股權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旨在加強與現代
汽車的戰略夥伴關係，擴大本集團產品系列及韓系車廠業務規模；本集團於二
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透過出售股權與豐田車體株式會社訂立協議成立合資
公司進軍福祉車業務，期望抓住中國市場福祉產品需求快速增長的機會，於該
產業發展初期獲取市場份額，並藉此與豐田汽車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有
關上述合資企業之詳情請見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及二零一一年五月
十七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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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日本大地震造成的日系車廠零部件供應鏈中斷等不利因素對本集團上半年
業績形成衝擊，但本集團與各日系主機廠的合作關系並未受到影響。相反，於
回顧期間，本集團首次進入東風本田售後服務產品的供應商體系，取得日產更
多全球訂單，並獲得豐田後續新車型的訂單，提高了本集團在豐田中國供應體
系的市場份額。

同時，本集團一直致力於推行多元化的客戶戰略，進一步強化與歐美系、韓系
車廠的合作，上半年營業額的成長即得益於該等車廠的合作以及出口的增長。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首次進入了德國奧迪供應商體系，並取得新項目訂單。

於武漢、嘉興、淮安等區域生產基地的擴大和發展，有助於本集團以較低成本
擴充產能，貼近客戶的需求。在投資方面，本集團積極尋找、審慎評估合宜時
機拓展產品系列，提升技術研發水平，鞏固、擴大海外生產基地、銷售網絡及
市場份額。

研究開發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堅持研發投入，改善研發設備，提升研發團隊水平，在強
化現有產品研發的基礎上，增加了對汽車零部件的系統化、集成化的研發，希
望通過整體模塊化的設計開發拓展本集團產品價值，提升產品技術含量，提高
研發效率。此外，持續投入對售後服務零部件、福祉車零部件、新能源汽車及
相關零部件等新事業的研發，新事業的研發儲備未來必然為本集團在該領域
的拓展贏得一席之地。

北美和日本研發中心的良好運營令本集團可更便利地跟蹤國際技術發展前沿，
進一步強化與客戶的同步設計開發，以促進研發能力的快速和持續提升。於回
顧期間，本集團申報而被受理的專利數為79宗，獲得有權機構授權的專利數為
81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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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為約人民幣1,810,590,000元，較上年同期之約人民
幣1,716,465,000元增長約5.5%，主要系受中國乘用車行業增長放緩，以及日本大
地震的短期不利因素影響，營業額增速減緩。但受益於本集團前瞻性的市場佈
局，海外市場營業額增長約24.8%，彌補了短期不利因素的影響，營業額仍然取
得了增長。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 388,226,000元，較上年同期之
約人民幣406,206,000元下降約4.4%，主要系集團為引進並儲備中高層次、國際
化人才以保障集團新業務領域拓展和長期持續發展，使得人力成本增長，以及
營業額增速減緩使得規模效應減弱。

毛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整體毛利率為約35.8%，較上年同期之約37.3%，下降約1.5%，
主要系集團在營業額增速減緩的情況下，持續面臨國際原材料市場價格上漲，
勞動力成本普漲及產品價格下降的壓力，集團繼續不斷通過改善生產工藝、提
高材料使用率、實施集中採購等措施以抵消市場因素的不利影響；此外，集團
繼續竭力提高生產效率和管控效率，使整體毛利率繼續維持在較高水平。

投資收入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投資收入為約人民幣32,043,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
人民幣17,995,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4,048,000元，主要系銀行存款利率升高、銀
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其他收入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其他收入為約人民幣60,318,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
人民幣20,463,000元增加約人民幣39,855,000元，主要系政府補貼收入增加以及新
增其他服務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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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得與損失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其他利得與損失為虧損約人民幣 5,279,000元，主要系集
團為應對外匯匯率風險，積極敘做遠期外匯合約，其公允價值當期發生變動以
及本期匯率變動而產生的匯兌損失。

分銷及銷售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整體分銷及銷售開支為約人民幣67,669,000元，較二零一
零年同期的約人民幣61,408,000元增加約人民幣6,261,000元，佔本集團營業額比
重約3.7%，與二零一零年同期佔集團營業額之約3.6%基本持平。

行政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約人民幣 140,583,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
的約人民幣106,798,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33,785,000元，佔本集團營業額比重約
7.8%，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6.2%上升約1.6%，主要系在本集團營業額增長放
緩的情況下，為保持競爭力而提高員工薪資使得人力成本上漲以及為拓展新
事業產生的費用增加。

研發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研發開支為約人民幣83,344,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之
約人民幣73,364,000元，增加約人民幣9,980,000元，佔本集團營業額比重約4.6%，
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4.3%增加約0.3%，主要系集團為保持市場競爭力及可持
續發展，注重技術創新，努力提高研發能力，持續擴大研發費投入。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為約人民幣14,751,000元，較二零
一零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0,890,000元，增長約人民幣3,861,000元，主要系回顧期
間本集團在北美之共同控制實體實現盈利較好增長，以及在國內的共同控制
實體盈利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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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分佔聯營公司溢利為約人民幣15,489,000元，較二零一零
年同期約人民幣22,547,000元，減少約人民幣7,058,000元，主要系本集團兩家聯
營公司日系業務佔比較高，受日本大地震後日系車廠暫時性減產的影響，利潤
減少所致。

所得稅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為約人民幣63,352,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
約人民幣59,959,000元，增加約人民幣3,393,000元。

於回顧期間，實際稅賦率為約13.5%，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12.3%上升約1.2%。
主要系部分附屬公司的法定稅率在過渡期內逐步提高，致使實際稅賦率上升。

非控股權益應佔溢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非控股權益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18,860,000元，較二零一
零年同期約人民幣 19,862,000元，略微減少約人民幣1,002,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總額及銀行結餘為約人民幣3,216,769,000
元，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人民幣3,158,225,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58,544,000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所借低成本的借貸約美元31,310,000
元、日 元2,365,893,000元，港 元232,500,000元 與 泰 銖30,000,000元，分 別 約 折 人
民 幣202,626,000元，189,846,000元，193,347,000元 與6,291,000元，合 計 約 人 民 幣
592,110,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人民幣407,450,000元增加借貸
約人民幣 184,660,000元，主要系集團出於滙率、利率和資金的綜合收益考慮而
借入之款項。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為約人民幣 256,401,000元，現金流
量狀況健康。

應收貿易賬款周轉日約為73日，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64日延長9日，主要系
海外市場營業額持續增長，而海外客戶之應收款項周轉日長於集團平均回款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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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賬款周轉日約為 44日，與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43日基本持平。

存貨周轉日約為59日，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約54日延長5日，主要系隨著新業
務承接的增加，集團在開發過程中的項目成本有所增加，以及海外業務的存貨
天數較長導致。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由二零一零年度之4.5略降為4.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由二零一零年度之 6.1%略升為
8.4%。

附註： 以上指標的計算方法與此前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招股章程中載明的相同。

本集團資金需求並無季節性特徵。

本集團認為，於回顧期間在銷售、生產、研發上的較佳表現及健康的現金儲備
為日後持續性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下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下列項目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內作出
撥備之資本開支：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51,125 95,142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 130,050 –

  

就下列項目已核准但未訂約之資本開支：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17,005 –

  

利率及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銀行借貸餘額約人民幣 592,110,000元，其中約
人民幣202,626,000元以美元計值，約人民幣189,846,000元以日元計值，約人民幣
193,347,000元以港元計值，剩餘約人民幣6,291,000元以泰銖計值，按浮動和固定
利率計息；此等借貸無季節性，均為一年內到期之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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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絕大部分銷售及採購用人民幣計價，但隨著本集團未來海外業務的
擴大，本集團管理層亦高度關注外匯風險。

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人民幣、港元、美元、歐元、泰銖、日元以及墨
西哥比索計值。境內資金在匯出中國境外時，須受中國政府實施的外匯管制法
規所監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公司及部分附屬公司擁有以外幣計價的銀行結餘約
人民幣410,484,000元，其中約人民幣359,757,000元以美元計值，約人民幣17,736,000
元以港元計值，約人民幣5,158,000元以日元計值，約人民幣27,789,000元以歐元
計值，剩餘約人民幣 44,000元以其它外幣計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任何或然債務（二零一零年：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美元和歐元銀行存款約折人民幣64,063,000
元為抵押的借款餘額為約日元795,523,000元，約折人民幣 63,835,000元。該等借
款償還貨幣單位為日元（二零一零年：本集團以銀行存款約美元8,584,000作出抵
押，借入約日元 548,152,000元）。

資本開支

資本開支包括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在建工程的增加與新增的土地使用權。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約人民幣215,540,000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
人民幣133,562,000元），增加的資本開支系本集團擴充產能、擴大生產設施及儲
備土地所致。

配售及認購

本集團於回顧其間，並無配售及認購任何股份。

重大收購與出售

本集團回顧期間，並無重大出售與收購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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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僱員6,511名，總僱員人數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158名，主要是本集團為新業務領域拓展儲備人才所致，
高層次人員的增加使人工成本較往年同期有所增加，但本集團相信新業務開
展帶來的收入將遠高於人工成本的增加。

本集團管理層倡導全員改善，激勵員工優化生產流程、提高生產效率以降低
集團綜合成本。同時對集團的人才梯隊進行梳理，選拔優秀的人才，引進高層
次、國際化人才以滿足保障集團持續發展的需求，打造集團核心競爭力。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採納一項有條件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該計劃用以對集團有貢
獻或將有貢獻之合資格人士授予購股權，以對其獎勵或激勵。於二零一一年六
月十日，本公司董事會批准向一批獲授人（「承授人」）（釋義同該購股權計劃中）
授予合計 39,000,000股購股權。准許承授人自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至二零一六
年十一月十二日止行使該等購股權。承授人行使購股權時所支付之每股價格
系遵照上市規則且依照緊接購股權授予日前五個營業日聯交所所發出的日報
表所列本公司股價平均收市價確定。本公司董事認為授予該等購股權並未對
集團的財務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有關上述公司購股權授予詳情，請見公司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之公告。

展望與策略

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國民經濟仍將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國家擴大內需的方
針不變，乘用車市場成長依然存在較大空間。日本大地震影響逐步減少，日系
車廠產能正在逐步爬坡。本集團將受惠客戶及市場的需求，實現營業額以及股
東收益的恢復性增長。

本集團亦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延伸產品系列，開拓更多產品領域。座椅骨架
系統等新產品的投產和運營，將有助於提高本集團單車配套金額。此外，擴大
海外生產基地，擴充產能，強化與客戶的全球配套關係，增加出口將為本集團
獲取更多的全球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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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長期而言，本集團關注到隨著中國汽車保有量的增長，中國車齡老化，售
後市場的零部件和服務需求將步入高增長，依託現有技術和客戶基礎進軍汽
車零部件售後市場將是本集團的一個發展方向。同時，本集團將借助福祉車及
相關零部件業務進入專用車市場。節能汽車和新能源汽車是未來汽車產業發
展的趨勢，同時也為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鼓勵和倡導。目前對各項新事業的前期
投入和持續研發將為本集團的長期發展做好鋪墊。

本集團相信：隨着全球採購需求增加以及售後市場的發展，中國汽車零部件行
業將獲得較整車行業更長的發展週期。具備技術研發能力、規模優勢和豐富行
業經驗的汽車零部件生產商未來將獲得較大的發展空間並實現可持續增長。
本集團將通過進一步提升全球市場份額、提高單車配套金額、拓展新事業，實
現長期持續發展，為股東和社會創造更大回報。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非董事承授人已行使2,201,000股購股權，75,000股購股權因
本公司非董事承授人的離職而失效。

自購股權計劃採納日起直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董事石建輝先生已行
使500,000股購股權，董事穆偉忠先生已行使500,000股購股權，董事趙鋒先生已
行使500,000股購股權，其配偶朱春亞女士已行使500,000股購股權，本公司非董
事承授人已行使22,551,000股購股權，4,675,000股購股權因本公司非董事承授人
的離職而失效。

除上述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概無任何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的情形。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標準守則

董事未獲知任何信息合理顯示本公司在回顧期間內任何時候有未遵守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常規守則」）之情形。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全體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
司確認，全體董事於回顧期間均已遵守標準守則及該守則內所訂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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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晃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
王京博士及張立人先生。委員會審閱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制度及本集團財務報
表的完整性及準確性，及代表董事與外聘核數師聯絡。委員會成員將定期與管
理層及外聘核數師會面，並審閱本集團的審計報告及中期及年度財務報告。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及本中期業績公告，並建議董事會採納。

承董事會命
敏實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秦榮華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秦榮華先生、石建輝先生、
穆偉忠先生、趙鋒先生及川口清先生，非執行董事夏目美喜雄先生、鄭豫女士
及何東翰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晃先生、王京博士及張立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