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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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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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425）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營業額增長約29%，達到約人民幣2,544.7百萬元（二零零八年為約人民幣
1,966.5百萬元）。

‧ 毛利增長約36%，達到約人民幣969.9百萬元（二零零八年為約人民幣713.4
百萬元）。

‧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淨額增長約47%，達到約人民幣621.4百萬元（二零
零八年為約人民幣424.1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增至約人民幣0.650元（二零零八年為約人民幣0.444元）。

‧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0.219港元（二零零八年為0.151港元）。

‧ 資本開支下降約12%，為約人民幣226.3百萬元（二零零八年為約人民幣
256.6百萬元）。

‧ 綜合資產淨值增長約18%，為約人民幣3,947.2百萬元（二零零八年為約人
民幣3,347.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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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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回顧年度」）經審
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的比較數字之詳情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2,544,680  1,966,464
銷售成本  (1,574,778 ) (1,253,111 )    

毛利  969,902  713,353
利息收入  28,331  37,053
其他收入  36,762  66,5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7,560  (67,143 )
分銷及銷售開支  (90,448 ) (54,718 )
行政開支  (175,080 ) (146,523 )
研發開支  (102,392 ) (72,418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借貸利息  (1,881 ) (6,697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虧損）  7,837  (24,585 )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40,828  30,055    

除稅前溢利  721,419  474,922
所得稅開支 4 (62,724 ) (36,323 )    

本年度溢利  658,695  438,59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21,442  424,110
 少數股東權益  37,253  14,489    

 3 658,695  438,599    

股息 5 126,883  102,824    

每股盈利 6
 基本  人民幣0.650元  人民幣0.444元    

 攤薄  人民幣0.648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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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 658,695  438,599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905  (18,056 )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659,600  420,543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21,580  406,660
 少數股東權益 38,020  13,883    

 659,600  420,543    



– 4 –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78,348  929,220
 預付租賃款項  175,784  179,311
 商譽  15,276  15,276
 其他無形資產  18,130  25,576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47,835  49,14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96,643  77,455
 給予共同控制實體的貸款  52,384  68,539
 遞延稅項資產  14,557  11,462    

  1,498,957  1,355,979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4,113  3,926
 存貨 7 400,461  344,732
 給予共同控制實體的貸款  28,906  32,45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764,341  451,116
 可收回稅項  －  4,762
 其他金融資產  －  40,119
 已抵押銀行存款  168,048  44,43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64,985  1,429,601    

  3,330,854  2,351,14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507,328  294,903
 稅項負債  32,359  13,435
 借貸  331,774  41,387    

  871,461  349,725    

流動資產淨值  2,459,393  2,001,41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58,350  3,35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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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9,385  98,414
 股份溢價及儲備  3,736,467  3,174,1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835,852  3,272,561
少數股東權益  111,331  74,640    

總權益  3,947,183  3,347,20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167  10,194    

  11,167  10,194    

  3,958,350  3,35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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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公司重組及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本公司依照開曼群島公司法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註冊成立為獲豁免之有限公司。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以來已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及旗下附屬公司從事汽車車身零部
件和模具的設計、開發、製造、加工和銷售業務。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直接和最終控股公司是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Linkfair Investment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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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准則」）之應用

於本年度期間，本集團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
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修訂及詮釋（「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統稱為「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7號（修訂本）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改進金融工具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內含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度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築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 境外業務淨投資之對沖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8號 轉讓客戶之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惟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5號之修訂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有關修訂香港會計準
則第39號第80段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
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僅影響呈列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引入多項詞匯變動（包括對財務報表標題作出修
訂）及財務報表之編排及內容之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為一項披露準則（未導致本集團之呈報分部須重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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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改進（作為二零
零八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之一部分）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 6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個別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4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比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首次採納者
之披露之有限豁免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交易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撇減金融負債 5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修訂

（如適用）。
3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本集團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有關本集團於
附屬公司之所有權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方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將由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起生效，並允許提早應用。準則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
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價值計量，尤其是 (i)就以收取合約現
金流為目的以業務模式持有之債務投資，及 (ii)擁有合約現金之債務投資，且有關現金流
純粹為支付本金，而未償還本金之利息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
本投資按公允價值計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
及計量。

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
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採納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為一項規定須以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在決定分部資源分配及評
估各分部表現時所定期審閱的不同部門之內部報告作為識別經營分部之基準之披露準
則。相反，已被取代之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規定，實體須採用風險及回
報方法以識別兩組分部（業務分部及地區分部）。於過往期間，本集團的主要呈報形式為
按客戶所在地區作出的地區分部。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所釐定的主要呈報分部相
比，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本集團須重新設計呈報分部，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8號亦無改變計量分部溢利或虧損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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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及業績分部

以下載列按呈報分部對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的分析：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  北美  歐洲  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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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322  176,889  70,084  145,385  2,544,680            

分部溢利 810,606  68,973  32,894  56,696  969,169         

利息收入         28,331
其他未分配收入         44,322
未分配開支         (367,187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
 借貸利息         (1,881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7,837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40,828            

除稅前溢利         721,419
所得稅開支         (62,724 )            

本年度溢利         658,695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  北美  歐洲  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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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252  135,045  83,095  168,072  1,966,464            

分部溢利 573,164  23,165  28,545  57,618  682,492         

利息收入         37,053
其他未分配收入         66,545
未分配開支         (309,941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
 銀行借貸利息         (6,697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損失         (24,585 )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30,055            

除稅前溢利         474,922
所得稅開支         (36,323 )            

本年度溢利         43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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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 7  7

 中國企業所得稅 60,450  30,121

 其他司法權區 280  530

 已支付之源泉扣繳稅 6,881  －   

 67,618  30,658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中國企業所得稅 (2,772 ) (554 )

 其他司法權區 －  690   

 (2,772 ) 136   

遞延稅項
 本年度 (4,025 ) 5,299

 稅率變動應佔份額 1,903  230   

 (2,122 ) 5,529   

 62,724  36,323   

5. 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已作為分派確認的股息：
 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每股0.151港元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0.121港元） 126,883  102,824   

董事已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219港元（二零
零八年：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0.151港元）須待股東大會上
由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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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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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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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 621,442  424,110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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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241  954,532

攤薄潛在普通股的影響：
 購股權 2,963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59,204  954,532   

因本公司購股權行使價高於平均市價，故並無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7. 存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116,044  81,601

在製品 67,958  89,650

製成品 92,671  48,224

模具 123,788  125,257   

 400,461  34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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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聯營公司 20,105  13,504

 －共同控制實體 7,744  15,090

 －關連方 32,675  9,874

 －獨立第三方 598,947  357,072

減：呆賬準備 (2,853 )  (25,398 )   

 656,618  370,142

應收票據 17,783  17,862   

 674,401  388,004

其他應收款項 24,438  16,384

減：呆賬準備 (154 ) (154 )   

 698,685  404,234

預付款項 65,656  46,88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764,341  451,116    

本集團一般授予客戶自交付貨品及客戶接收貨品當日起60日至90日的平均信貸期。以下
為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準備）的賬齡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90日 656,358  359,954

91至180日 11,612  16,224

181至365日 5,710  7,610

1年以上 721  4,216   

 674,401  38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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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聯營公司 24,956  4,349

 －共同控制實體 3,071  16,038

 －關連方 19,765  22,679

 －獨立第三方 257,572  133,762   

 305,364  176,828

應付工資及福利款項 60,073  27,008

客戶墊付 21,742  9,475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代價 23,985  20,644

應付附屬公司少數權益股東股息 －  1,372

應付技術支持服務費 22,473  22,489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營銷及管理服務費 18,273  5,878

其他 55,418  31,209   

 507,328  294,903   

採購商品之平均信貸期為45天至90天。本集團設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
款項均於信貸期內清償。

以下為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呈列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90日 299,472  169,708

91至180日 3,535  5,407

181至365日 240  179

1至2年 2,007  917

超過2年 110  617   

 305,364  17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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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概覽

在經歷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機挑戰之後，屢屢刷新各項記錄的中國乘用車市
場在二零零九年度內全年景氣高位維持。汽車作為回顧年度中國境內復蘇最
快的行業之一，全年狹義乘用車產銷量分別為約8,379,789台份和約8,380,870台
份，較二零零八年增長約47.61%及約47.24%。而於回顧年度，由中國汽車工業協
會公佈的中國汽車零部件工業銷售產值為約人民幣1,229.3億元，較二零零八年
同期增長約22.58%。與此同時，除中國以外的全球乘用車市場也在重組重構的
變革中逐步復蘇。

公司概覽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仍然主要立足中國、北美及泰國等國家、地區從事汽車裝飾
條、汽車裝飾件、車身結構件以及其它相關汽車零部件的設計、製造及銷售，
並將產品出口至包括歐洲及亞太地區在內的全球市場。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抓住國內市場爆發式增長的良機，在維護原有核心客戶的
同時，積極開拓新客戶，鞏固並提升國內市場地位；同時隨着海外市場復蘇，
出口亦得溫和增長。就內部而言，回顧年度內，自二零零八年度初步建成的戰
略採購體系及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度重新架構的組織系統經數月運行已逐漸
成熟穩定；而更為科學和便捷的內部控制和訊息化管理也分步驟鋪開。從而，
本集團在回顧期間內依舊取得了優於行業整體成績的可喜業績。

業務與經營佈局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緊密楔合國內市場快速反彈和海外市場動盪中逐步恢復
的特點。在國內，一方面繼續加強與主要客戶的合作，更加注重依託華東、華
南、中西、北方等六大區域的分區化管理，整合平臺、調配資源，建設區域中心
和區域基地，以服務於本集團一貫來的“毗鄰客戶設廠戰略”，從而使得國內市
場份額進一步提高，並通過增加對韓系和美系整車廠的銷售，實現客戶結構益
加多元化之目的。憑藉該等努力，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取得諸多新訂單，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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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年度帶來可觀的營業額貢獻。另一方面，集團亦梳理合資合作關係，因
一間共同控制體恒銀國際有限公司（「恒銀」）合資對方的自身經營困難，公司收
購了恒銀剩餘百分之五十權益。

在海外，本集團雙管齊下，既加強客戶資訊的管控及風險把握又著重市場潛力
的發掘，為進一步拓展歐洲業務，已著手準備在德國設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用
以銷售管理。此外，鑒於回顧年度全球汽車行業呈現的另一特徵是變革：除原
有行業巨頭的洗牌與重整帶來的業務、客戶變更外，包括東南亞、中南美洲在
內的新興市場亦成為全球增長的亮點和推動力。本集團於回顧年度成立了墨
西哥全資附屬公司Minth Mexico, S.A. DE C.V.，實現了在中南美洲地區的布點，
同時取得本集團在泰國的合資公司MINTH AAPICO (Thailand) Co., Limited的量產
和本集團在北美的合資公司Plastic Trim International, Inc.的扭虧為盈等戰略性成
果，從而為本集團未來在國際市場的更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

基於在國內市場的長期合作，並隨著本集團在海外市場的佈局完善，本集團與
國際汽車生產商的全球戰略合作關係得以進一步強化。

此外，本集團亦有積極考察、接觸國內及海外市場的各種投資及合作機會。

研究開發

為儲備未來進一步和全球化發展的源動力，本集團在回顧年度內的技術研究開
發（「研發」）投入更為顯著。隨著北美與日本兩大海外設計基地分別逐步建成，
集團研發隊伍更加國際化和多元化。而國際化的先進技術與國內較低的研發
成本相結合，將更有利於本集團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佔得先機。以研發投入為
助力，本集團於回顧年度獲得諸多新項目，並進入到日產、豐田等汽車廠的全
球同步設計系統。

於本回顧年度，本集團在自主研發的汽車輕量化和電子化零部件領域也取得
一定突破。本集團將在未來年度內仍然在符合國家政策鼓勵方向和行業發展
趨勢的領域內投入研發，以支持本集團的長期業績成長。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申
報而被受理的專利數33宗，新增核准為專利的為45宗。



– 15 –

財務回顧

業績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以國內市場在國家汽車產業振興政策促動下高速增長與
對外出口溫和復蘇為契機，在營業額和股東應佔溢利方面均獲得較好表現。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為約人民幣2,544,68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度之約
人民幣1,966,464,000元增長約29.4%，主要得益於國內汽車市場的增長。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621,442,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度之約人民幣
424,110,000元增長約46.5%，主要系集團在營業額持續增長的同時，持續注重對
成本與費用的控制。總體而言，本集團仍保持了穩定的盈利能力。

產品銷售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繼續專注於汽車裝飾條、汽車裝飾件、車身結構件三大類
核心產品的生產，產品主要銷售給全球主要汽車製造商下屬的工廠。

按照客戶所在區域劃分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客戶類別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中國 2,152,322  84.6  1,580,252  80.4
亞太 145,385  5.6  168,072  8.5
北美 176,889  7.0  135,045  6.9
歐洲 70,084  2.8  83,095  4.2       

合計 2,544,680  100.0  1,966,464  100.0        

海外市場營業額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海外市場營業額為約人民幣392,358,000元，較二零零八
年度之約人民幣386,212,000元增長約1.6%，佔集團營業額比重由二零零八年度
的約19.6%降至二零零九年度的約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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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毛利為約人民幣969,902,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度之約人民
幣713,353,000元，增長約36.0%。二零零九年度毛利率為約38.1%，較二零零八年
度的約36.3%，上升約1.8%，主要係本集團更多注重內部管控，持續通過原材料
的國產化及集中採購，積極改進生產工藝，提高材料利用率等方式降低成本，
使本集團毛利率維持在較高的水準。

其他收入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其它收入為約人民幣36,762,000元，較二零零八年的約人
民幣66,545,000元，減少約人民幣29,783,000元，主要系政府補貼收入減少約人民
幣40,443,000元。

其它利得與損失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其它利得與損失為約盈利人民幣7,560,000元，較二零零
八年度的約虧損人民幣67,143,000元，盈利增加約人民幣74,703,000元，主要系二
零零八年度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集團的海外存貨和海外應收帳款存在減值
風險，二零零八年度計提準備為約人民幣30,861,000元，而於回顧年度無該項準
備發生；同時，不同於二零零八年度的大幅波動，於回顧年度美元對人民幣匯
率呈窄幅波動，本集團亦加強對匯率風險之控制，於回顧年度匯兌損失較二零
零八年度減少人民幣53,462,000元。

分銷及銷售開支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分銷及銷售開支為約人民幣90,448,000元，較二零零八年
度的約人民幣54,718,000元，增長約65.3%，主要系集團設立、擴大海外銷售據點
帶來的費用及海外業務增長帶來的物流費用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行政開支為約人民幣175,08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度的
約人民幣146,523,000元，增加約19.5%，佔集團營業額的比重為約6.9%，較二零
零八年度的約7.5%下降約0.6 %，主要系本集團嚴格控制行政費用支出，使總體
行政開支佔營業額之比重控制在較低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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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開支

本集團回顧年度之研發開支為約人民幣102,392,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度的約人
民幣72,418,000元，增長約41.4%，主要系集團為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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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了研發費投入。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虧損）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分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為約人民幣7,837,000元，較二
零零八年的虧損約人民幣24,585,000元，增長約人民幣32,422,000元，主要系於回
顧年度本集團在北美之共同控制實體有效實現盈利，使分佔共同控制實體之
溢利增加約人民幣27,617,000元。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分佔聯營公司溢利為約人民幣40,828,000元，較二零零八
年度的約人民幣30,055,000元，增長約人民幣10,773,000元，增長約35.8%，主要系
集團之兩家聯營公司利潤基本保持穩定，且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度末出售了一
家於當年造成虧損約人民幣9,405,000元的聯營公司之股權，使淨收益增加。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之所得稅開支由二零零八年度的約人民幣36,323,000元，增加至二零零
九年度的約人民幣62,724,000元，增加約人民幣26,401,000元。

本集團二零零九年度實際稅賦率為約8.7%，較二零零八年度的約7.6%上升約
1.1%，主要系本年度兩家主要附屬公司由免稅期進入減半期，同時本集團因符
合國家鼓勵研發支出產業扶持方向而享受了多項稅收優惠政策，使總體稅賦
率仍保持在較低水準。

少數股東權益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少數股東權益為約人民幣37,253,000元，較二零零八年
度的約人民幣14,489,000元，增加約人民幣22,764,000元，主要系集團與一間非全
資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達成的固定分利協定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
期，自二零零九年起按照股東的持股比例享有溢利，按持股比例計算的應享有
溢利大於原約定於固定分利協議的固定分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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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料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本 集 團 現 金 總 額 及 銀 行 結 餘 為 約 人 民 幣
1,964,985,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人民幣1,429,601,000元增加
約人民幣535,384,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借入低成本的借
貸共約人民幣331,774,000元，其中折約人民幣221,354,000元，約人民幣25,575,000
元與約人民幣84,845,000元分別以美元、泰銖、日元計價，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約人民幣41,387,000元增加借貸約人民幣290,387,000元，主要系集團
出於資金、利率及匯率的綜合收益考慮而借入之款項。

流動比率由二零零八年度的約6.7下降至二零零九年度的約3.8。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司資產負債比率為約6.9%（二零零八年約為1.1%），其計算
方式基於計息債項除以資產總額。

於回顧年度，存貨周轉日為約59日，與二零零八年度的約59日基本持平。

於回顧年度，應收款項周轉日為約65日，較二零零八年度的約60日，延長5日，
主要系二零零九年汽車市場回暖，尤其是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銷售額增長較大，
使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貿易賬款餘額相對較高，而此款項尚處
於正常回款期內。總體而言，應收賬款周轉仍保持了較好水準。

於回顧年度，應付款項周轉日為約48日，較二零零八年度的約43日，延長5日，
主要系集團為整合供應商體系，採用集中付款方式，以致延長了平均付款週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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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以下承擔：

 人民幣千元

經營租賃承擔 8,507
資本承擔 
已訂約而尚未於財務報表內作出撥備之資本承諾：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50,107
 －向聯營公司注資 4,004
已被核准但尚未訂約之土地租賃款項 25,484 

 79,595  



– 19 –

經營租賃承擔指本集團應付部分物業之未來最低租金；而資本承擔則指本集
團就購置物業、廠房、設備，及對聯營公司的投資而已訂約但於財務報告中未
以資本開支列示的資本開支，以及已被核準但尚未訂約之土地租賃款項。

利率及外匯風險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借款餘額為約人民幣331,774,000元，其中以外幣
計值的分別為約人民幣221,354,000元以美元計值，約人民幣84,845,000元以日元
計值。該等借款中約人民幣47,710,000元採用固定息率計息，約人民幣284,064,000
元採用浮動息率計息。此等借款無季節性，均為一年內到期之借款。

本集團的絕大部分銷售及採購以人民幣結算，但隨著海外業務的擴大，集團管
理層亦高度關注外匯風險。

本集團所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人民幣、美元以及港幣計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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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以非功能性貨幣計值的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共計約人民幣267,939,000元，其中約人民幣196,359,000元以美元計值，
約人民幣61,727,000元以港幣計值，約人民幣7,396,000元以歐元計值，約人民幣
2,457,000元以日元計值。為控制匯率風險，集團內已有專人負責相關籌劃工作。

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或有負債。（二零零八年：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一年期定期存款約人民幣162,667,000元
作出抵押，借入約美元22,800,000元、日元14,002,000元，分別折約人民幣155,683,000
元、人民幣1,033,000元；以永久業權土地約人民幣6,674,000元作出抵押，借入約
泰銖45,000,000元，折約人民幣9,207,000元。此等借貸償還貨幣單位分別為美金、
日元及泰銖（二零零八年：本集團以一年期定期存款約人民幣42,600,000元作出
抵押，借入約美元5,000,000元，折約人民幣34,17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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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資本開支包括購置設備、廠房及物業、在建工程的增加和新增的土地使用權。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約人民幣226,343,000元（二零零八年：約人
民幣256,557,000元），增加的資本開支主要系本集團為擴充產能及提升研發能力
所致。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僱員5,148名，較二零零八年度增加
1,656名，而全年平均僱員數為4,320名。二零零九年度僱員之總成本佔總營業額
約10.2%，較之二零零八年度之約10.0%略有增加。主要系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
曾基於當時市場狀況精簡人員而於回顧年度為適應市場需求增加必要僱員，
並於回顧期末適當儲備人力資源以備未來產能擴充。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按持續穩定的人事管理政策為僱員提供有競爭力的薪資福
利。同時，本集團於回顧年度對內部組織作出系統性的結構調整：設置首席運
營官、首席行銷官、首席人才官等職位，明確管理層內部分工；變革原有的以
六大中心為基礎的總部模式，調整為三大中心與三大總部並予以明確職能劃
分，強化各職能部門之間、總部與各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和共同控制實體之間
的協調運作；應對集團目前附屬公司較多、分佈較廣的特點，設置幾大區域，
施行區域化管理。據此，以期通過整合資源，實現集約化、標準化管理，優化內
部風險控制機制同時提升內部運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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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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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

市場

乘用車行業繼二零零八年度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之後，在各國政府經濟振興政
策的刺激之下，於回顧年度呈現不同程度的恢復性增長，其中尤以中國市場表
現搶眼。在未來年度裡，中國市場的增速雖或有減緩的可能，然而憑籍持續強
勁的內需，增長的趨勢不會改變；另一方面，相較於回顧年度國內市場得到來
自小型基本型乘用車銷售強大支撐之事實，本集團相信，在未來數年，國內消
費者對中型基本型乘用車、多功能乘用車（MPV）及運動性多用型乘用車（SUV）
的需求也會有所增長。而本集團得益於該等兩個方面而在未來的國內市場將
獲得更好表現。

同時，在經過深度的變革和重整之後，全球經濟及乘用車市場必然會持續復蘇
和回暖。本集團將以低成本和國際化優勢，積極開拓，以迎接此等復蘇以及國
際乘用車生產商為降低成本而採取的向中國等國家、地區尋求優質低價零部
件的採購策略。本集團亦認為上述變革和重整本身亦是本集團考察產業投資
和戰略投資的 良好契機。本集團在未來年度將更積極地尋求更多合宜有利的
投資專案。

中國政策環境

在回顧年度內，中國政府相繼出臺「汽車產業調整振興規劃」、“汽車產業發展
政策（2009修訂）”、“關於廢止〈構成整車特徵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辦法〉的決
定”及六部委“關於促進我國汽車產品出口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等政策、方針以
鼓舞和促進乘用車行業發展，該等政策、方針內容的大部分在未來年度裡依然
生效。本集團相信，於未來年度，中國國內乘用車市場的政策環境將保持積極
正面的氛圍。該等政策、方針對於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影響十分有益，並具有指
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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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公司認為，從中短期而言，得益於巨大的市場，中國國內乘用車行業依然有
廣闊的發展空間，而國際市場在變革重整後則會迎來一個更為健康的環境，穩
健成長可以期待。從長期來看，無論國內市場還是海外市場，汽車作為一項主
要交通工具，其需求總體應呈持續演進的態勢。鑒此，只要通過研發投入不斷
提升競爭力，堅持內部管控、組織優化和科學管理提高效率，建設國際化的團
隊，憑藉積極穩健的佈局和戰略安排，本集團相信一定能在未來的發展中，始
終保持活力，鞏固在國內市場的優勢地位，擴大在全球市場的影響力，從全球
市場的新軍逐步成長為全球市場的領軍。

購入、出售或贖回

自購股權計劃採納日起直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董事穆偉忠先生
已行使208,000股購股權，董事趙鋒先生已行使240,000股購股權，其配偶朱春亞
女士已行使168,000股購股權，本公司非董事獲授予者已行使10,440,000股購股
權，4,550,000股購股權因本公司非董事獲授予者的離職而失效。

除上述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概無任何購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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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未獲知任何資訊合理顯示本公司於回顧年度內任何時候有未遵守載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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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之行為守則及全體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規則。經
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內已嚴格遵守載於標
準守則內之準則。

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報告過程及內部監控程
式。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己經由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審閱並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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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末期股息

董事會已建議向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
（「股東」）支付每股0.219港元之末期股息，而建議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十五日或前後支付。股息支付須經股東於即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召開
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圍

本業績公告所載之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綜合財務
狀況表、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有關附注之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德
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之本
集團經審核之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額相符。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
的相關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
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保證業務約定，因此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
師行亦不會就此業績公告作出具體保證。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至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首尾兩日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為符合收取建議末
期股息、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及相關股票須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予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號鋪。末期股息（其支付須經股東於即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召
開之應屆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或前後
支付給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載於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本公司股份將於二
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除息交易。

承董事會命
敏實集團有限公司

秦榮華
主席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秦榮華先生、石建輝先生、
穆偉忠先生及趙鋒先生，非執行董事夏目美喜雄先生及鄭豫女士，獨立非執行
董事胡晃先生、王京先生及張立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