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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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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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達到約人民幣1,017.21百萬元（二零零八年同期為約人民幣 942

百萬元）。

‧ 毛利率為約38.4%（二零零八年同期為約37.8%）。

‧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長約11.7%，達到約人民幣266.76百萬元（二零零八年同期為
約人民幣238.91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增至約人民幣0.279元（二零零八年同期為約人民幣0.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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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未經審核綜合財
務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零八年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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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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審計） （未審計）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1,017,205 941,999

銷售成本 (626,090) (586,228)

毛利 391,115 355,771

利息收入 17,670 16,422

其他收入 10,855 33,611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5,043 (32,471)

分銷及銷售開支 (23,873) (20,896)

行政開支 (66,747) (68,679)

研發開支 (43,618) (31,252)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 (1,084) (3,025)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虧損） 2,401 (4,089)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6,480 21,029

除稅前溢利 308,242 266,421

所得稅開支 5 (22,969) (23,135)

期內溢利 285,273 243,28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66,760 238,912

 少數股東權益 18,513 4,374

285,273 243,286

每股盈利 6

 基本 人民幣0.279元 人民幣0.250元

 攤薄 — 人民幣0.2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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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審計） （未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285,273 243,286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703 (23,17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85,976 220,111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66,965 215,737

 少數股東權益 19,011 4,374

285,976 2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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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計） （已審計）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75,686 929,220

 預付租賃款項 177,547 179,311

 商譽 15,276 15,276

 其他無形資產 23,026 25,576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42,413 49,14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3,891 77,455

 共同控制實體貸款 52,536 68,539

 遞延稅項資產 11,393 11,462

1,391,768 1,355,979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4,113 3,926

 存貨 316,173 344,732

 共同控制實體貸款 29,795 32,45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7 576,515 451,116

 可收回稅項 3,180 4,762

 衍生金融資產 4,198 —

 其他金融資產 90,876 40,119

 已抵押銀行存款 44,796 44,43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90,201 1,429,601

2,659,847 2,351,14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8 346,874 294,903

 稅項負債 20,532 13,435

 借貸 159,481 41,387

526,887 349,725

流動資產淨值 2,132,960 2,001,41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24,728 3,35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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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計） （已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8,414 98,414

 股份溢價及儲備 3,318,132 3,174,1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416,546 3,272,561

少數股東權益 95,009 74,640

總權益 3,511,555 3,347,20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3,173 10,194

13,173 10,194

權益及負債總額 3,524,728 3,35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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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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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規定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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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
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列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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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例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允價值計量（若適合）。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於本集團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
財務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修訂及相關詮釋（「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於二零零七年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於二零零七年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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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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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
 修訂除外（其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中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第80

 段的修訂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遵從者一致，惟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於二零零七年修訂）借貸成本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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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於二零零七年修訂） 借貸成本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將有關收購、建造或生產一項合資格資產直接應佔之所有借貸成本於其產生時
列作支付。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於二零零七年修訂）刪除了準則之原版本可選擇將所有借貸成本即
時確認為開支，並要求將借貸成本資本化為合資格資產之部份成本。此修訂會計政策於往後應用，對
本集團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的已呈報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於二零零七年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於二零零七年修訂）引入多項詞彙變動（包括修訂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標題）並
導致多項呈列及披露方式變更。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於二零零七年修訂）對本集團之報告業績
或財務狀況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為一項披露準則，其規定須與就各分類之間分配資源及評估各分類表現而向
內部呈報之財務資料按相同的基準對經營分類進行識別。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類報告（已被取代之
準則）規定，須採用風險及回報方法識別兩組分類（業務分類及地區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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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所使用的主要呈報分類
（見附註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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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予呈報的分類。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的已呈報業績及財務
狀況構成重大影響。因此，並無確認過往期間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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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修訂（為於
 二零零八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中的一部份）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零八年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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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修訂） 業務合併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由客戶轉移資產3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該等修訂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或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視情況而定）開始的年

度期間生效
3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的轉讓
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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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於二零零八年修訂）或會影響本集團就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進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零八年修訂）則會影響有關本集
團於附屬公司所有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方法。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修訂
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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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經營分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8號規定，須以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集團董事會在決定分類資源分配及評估各分類表現時所定
期審閱的不同部門之內部報告作為識別經營分類之基準。相反，已被取代之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4

號分類報告）規定，實體須採用風險及回報方法以識別兩組分類（業務分類及地區分類），而其「向主
要管理人員作內部財務呈報的機制」則僅作為識別該等分類之起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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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所使用的主要呈報分類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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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予呈報的分類。

以下載列按經營分類對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的營業額及業績的分析：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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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收入 890,070 46,364 25,619 55,152 1,017,205

分類溢利 337,500 20,084 12,456 21,010 391,050

利息收入 17,670
其他未分配收入 10,855
未分配費用 (129,130)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
 銀行借貸利息 (1,084)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之
 溢利 2,401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6,480

除稅前溢利 308,242
所得稅開支 (22,969)

期內溢利 28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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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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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收入 765,652 65,841 28,609 81,897 941,999

分類溢利 289,936 24,121 11,904 29,810 355,771

利息收入 16,422

其他未分配收入 33,611

未分配費用 (153,298)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
 銀行借貸利息 (3,025)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之
 虧損 (4,089)

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21,029

除稅前溢利 266,421

所得稅開支 (23,135)

期內溢利 243,286

分類溢利指調整銷售對應的應收賬款備抵後各分類所賺取的毛利。此乃就資源分配與表現評估向董
事會作報告之方式。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161) 24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900 (43,543)

衍生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 4,085 —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 1,783 10,827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之折扣 1,720 —

呆壞賬備抵 (65) —

其他 (3,219) —

合計 5,043 (3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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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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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2,563 25,455

 其他司法權區 160 —

22,725 25,455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2,804) (241)

遞延稅項
 本期 3,048 (2,079)

22,969 23,135

於回顧期內，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度所得稅稅率16.5%確認。

中國企業所得稅及其他司法權區所產生之稅項乃根據管理層對各附屬公司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年
度所得稅稅率之最佳估計確認。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按照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的五年過渡期規
定，仍有權自其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獲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並將可在隨後三年減半繳納中國
所得稅（「兩免三減半」）。因此兩免三減半將於二零一二年屆滿。

根據中國頒佈之有關稅收法律及實施規例，中國預扣所得稅適用於應付「非居民企業」之投資者之利
息及股息，而該等非居民企業於中國並無機構或營業地點，又或其於中國有機構或營業地點但有關
收入實際上與該機構或營業地點無關，則惟以該等利息或股息乃源自中國為限。於此情況下，中國附
屬公司派付予離岸集團實體之股息須繳納10%之預扣稅或較低條約之稅率。根據稅收協定，向香港公
司派付股息應支付5%之預扣稅。因此，已根據中國實體預計派付之股息計提預扣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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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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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66,760 23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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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540 954,524

攤薄購股權的影響 — 3,849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 958,373

用以計算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於二零零
八年三月十二日行使之購股權作出調整。

因本公司購股權行使價格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之平均市場價格，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對本公司之每股盈利並無造成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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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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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8 13,504

 — 共同控制實體 3,834 15,090

 — 關連人士 33,446 9,874

 — 第三方 466,346 357,072

減：呆賬準備 (24,206) (25,398)

492,178 370,142

應收票據 19,989 17,862

512,167 388,004

其他應收款項
 — 聯營公司 5 570

 — 共同控制實體 1,702 669

 — 第三方 17,203 15,145

18,910 16,384

減：呆賬準備 (154) (154)

530,923 404,234

預付款項 45,592 46,88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576,515 451,116

本集團一般授予其貿易客戶60日至90日的信貸期，自交付貨品及其貿易客戶接收貨品當日起。以下為
於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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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90日 495,194 359,954

91至180日 13,388 16,224

181至365日 3,327 7,610

1至2年 258 4,216

512,167 38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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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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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7 4,349

 — 共同控制實體 15,368 16,038

 — 關連人士 25,810 22,679

 — 第三方 186,418 133,762

231,843 176,828

工資及福利應付款項 23,819 27,008

客戶墊付 9,563 9,475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代價 2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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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6 22,489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的應付代價 7,459 —

其他 39,555 37,087

346,874 294,903

以下為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按本集團收到及接受貨物的日期為基準呈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90日 224,692 169,708

91至180日 1,391 5,407

181至365日 1,530 179

1至2年 3,745 917

超過2年 485 617

231,843 17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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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同期：
無）

管理層回顧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北美及泰國從事汽車裝飾條、汽車裝飾件、車身結構件的設計、製
造、銷售並出口至包括歐洲及亞太地區在內的全球市場。在前述市場大環境背景下，本
集團雖增速亦有放緩，而仍保持了健康的增長和平穩的發展。

於回顧期間，中國乘用車市場銷量為約453.4萬台，較二零零八年同期增長達約25.6%，去
除對本集團業務影響較小的交叉型車，狹義乘用車銷量約為349.33萬台，較去年同期增長
約14.92%。此外，於回顧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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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4億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增長約6.56%。總體而言，全球市場雖經歷自二
零零八年下半年以來的嬗變，然在巨變的背後醞釀著積極向好的趨勢；尤其中國國內汽
車市場，在國家整體經濟復蘇、國家汽車產業振興政策等影響下，於回顧期間已呈復蘇
和回暖的態勢，已連續六個月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新車銷售市場。

業績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為約人民幣1,017,205,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之約人民幣
941,999,000元，增長約8.0%，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266,76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
同期約人民幣238,912,000元，增長約11.7%。

經營佈局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國內市場營業額為約人民幣890,07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增加約
人民幣124,418,000元，增幅為約16.2%；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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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4億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增長約6.56%。海外市場營業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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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人民幣127,135,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49,212,000元，降幅為約27.9%。整
體而言，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營業額為約人民幣1,017,205,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之約人
民幣約941,999,000增加約人民幣75,206,000元，增幅為約8.0%。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規整採購、銷售以及技術研發資源，除著眼於營業額的保持與增長
以外，亦十分注重風險的控制與規避。在全球行業格局變革的大背景下，本集團一方面
加強和鞏固現有的國內外佈局，包括在國內增設一間全資貿易公司，在海外夯實現有基
礎以實現在北美投資的止損；另一方面，本集團亦梳理合資合作關係，因一間收購前本
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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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折讓之
對價收購了恒銀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嘉興敏凱汽車零件有限公司剩餘百分之五十權益。

此外，本集團亦有積極考察國內及海外新興市場的各種投資及合作機會。

研發

本集團於本回顧期間大力投入技術研究開發以提升集團的競爭力，本集團承接的新項
目達約126項。本集團申報而被受理的專利數8宗，回顧期間內獲得有權機構授權的專利
數為18宗，其中以發明專利居多。同時，按據國家政策扶持方向，本集團著力開發車身輕
量化與系統化零件項目。同時，集團進一步完善其全球技術研發系統的佈局，強化了與
國際汽車廠的戰略合作關係。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取得營業額和股東應佔溢利的較好業績。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為約人民幣1,017,205,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之約人民幣
941,999,000元增長約8.0%，概由本集團抓住國內市場反彈的契機並同時嚴控海外市場風
險，從而實現了總營業額的小幅增長。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266,76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之約人民
幣238,912,000元增長約11.7%。主要係營業額小幅增長的同時，本集團嚴格控制成本及費
用，保持了良好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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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控制

本集團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注重對成本的控制。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整體毛利率約為
38.4%，較二零零八年同期之37.8%上升約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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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利息收入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利息收入為約人民幣17,67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約人民幣
16,422,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248,000元，主要係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較二零零八年同期
增加，加之本集團對現金管理進一步優化，從而抵消利率下降之不利影響。

其他收入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其他收入為約人民幣10,855,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約人民幣
33,611,000元減少約人民幣22,756,000元，主要係政府補貼收入較上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
24,235,000元所致。

其他利得與損失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其他利得與損失為盈利約人民幣5,043,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
淨虧損約人民幣32,471,000元，淨盈利增加約人民幣37,514,000元，主要係於回顧期內美元
對人民幣匯率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窄幅波動，本集團亦加強對匯率風險之控制，於回顧
期內匯兌損益淨盈利約人民幣900,000元（二零零八年同期為匯兌損益淨損失約人民幣
43,54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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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73,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
的約人民幣20,896,000元增加約人民幣2,977,000元，佔本集團營業額比重約2.3%，與二零零
八年同期佔集團營業額之2.2%，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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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約人民幣66,747,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68,679,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932,000元，佔本集團營業額比重約6.6%，較二零零八年同期
的約7.3%下降約0.7%，主要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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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研發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研發開支約為人民幣43,618,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之約人民幣
31,252,000元，增長約39.6%，主要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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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佔共同控制體溢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分佔共同控制體溢利為約人民幣2,401,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的
虧損約人民幣4,089,000元，增長約人民幣6,490,000元，主要係本回顧期間本集團在北美之
共同控制體有效實現止損，使其分佔共同控制體溢利增加約人民幣5,99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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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約
人民幣21,029,000元，減少約人民幣4,549,000元，主要係集團的兩家聯營公司營業額較二零
零八年同期略有下降，同時該兩間公司實際稅負率提高，導致收益下降。

稅項

於 回 顧 期 間，本 集 團 的 稅 項 為 約 人 民 幣22,969,000元，較 二 零 零 八 年 同 期 約 人 民 幣
23,135,000元基本持平。

於回顧期間，實際稅賦率約為7.5%，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的約8.7%下降約1.2%。主要係本集
團仍處於免稅期的部分國內主要附屬公司較二零零八年同期利潤增加，以及本集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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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作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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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股權收益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少數股權收益約為人民幣18,513,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約人民
幣4,374,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4,139,000元，主要係集團與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
達成的固定分利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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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
的固定分配額。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總額及銀行結餘為約人民幣1,590,20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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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00,000元。截至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借入低成本的借貸約美元21,237,000元與約日元202,354,000

元，分別約折人民幣145,090,000元，與14,391,000元，合計約人民幣159,481,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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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94,000元，主要係集團
出於資金、利率及匯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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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070,000元，現金流量狀況健
康。

應收貿易賬款周轉日約為68日，較二零零八年度的約60日延長8日，主要係二零零九年汽
車市場回暖，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最後二個月銷售額增長較大，使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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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應付貿易賬款周轉日約為50日，較二零零八年度的約43日延長7日，主要係集團為整合供
應商體系，採用集中付款方式，以致延長了平均付款週期。

存貨周轉日約為60日，較二零零八年度約59日基本持平。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由二零零八年之6.7下降為5.0。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由二零零八年之1.1%上升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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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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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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上的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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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下承擔：

人民幣千元

資本承擔 78,234

資本承擔則指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尚未於綜合財務報告內作出撥
付的資本開支。

利率及外匯風險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銀行借貸餘額約人民幣159,481,000元，其中約人民幣
145,090,000元以美元計值，剩餘約人民幣14,391,000元以日元計值，全部按浮動利率計息；
此等借貸無季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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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所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人民幣、港幣、美元、歐元、泰銖以及日元計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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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57,000元，其中約人民幣130,035,000元以美元計值，約人民幣2,667,000元以歐元計值，剩
餘約人民幣855,000元以日元、港元及加元計值。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並沒有任何或然債務（二零零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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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以一年期定期存款約人民幣42,600,000元（二零零
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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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60,000元，該
等借款償還貨幣單位均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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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62,000元（二零零八年同期：約人民幣143,994,000

元），增加的資本開支係本集團附屬公司提升產能、擴大生產設施所致。

重大收購與出售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重大出售與收購事項。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僱員3,402名。總僱員人數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減少90名，係進一步優化人力結構所致。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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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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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本公司當時全部股東一致通過的一份書面決議，公司採
用了一項有條件購股權（「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於回顧期間，1,455,000股購股



– 21 –

權失效，並無購股權授予或行使。自採納日期起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非董事獲
授予者已行使40,000股購股權，3,950,000股購股權因非董事獲授予者的離職而失效。

自採納日期起直至本通告日期止，非董事獲授予者已行使640,000股購股權。

除上述披露購股權的情形外，自採納日期起直至本通告日期止，概無其他任何購股權已
授出、已行使、已註銷或已失效。

展望與策略

儘管全球經濟仍處於動盪變革中，然隨著中國乘用車市場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度的復蘇，
本集團對自身所處行業前景依然持積極態度。本集團的主要客戶群體雖也經歷市場挫
折，而通過削減成本、適應市場等努力後，於回顧期間末期大部分亦已有復蘇表現；同
時，消費者購買習慣的改變和政府政策的引導，也觸發了市場結構的自覺演進。因此本
集團憑藉對於市場以及國家政策的敏銳預感和與客戶的良好關係，應能在未來較短時
間恢復成長速度，獲得更好的市場機遇，擴大集團在國內的市場佔有率和在海外的影響。

此外，本集團在內部所作的組織重構等措施亦將提高本集團的運營效率，與本集團在外
的業務開拓與戰略佈局形成良好策應。

本集團以目前的市場情況及未來的市場預測為導向，確立靈活機動的市場戰略，將更注
重客戶的長期發展前景；按據市場要求和中國政府政策指導，跟進乘用車市場的節能和
輕量化等動向，繼續立足國內市場，積極開拓海外有潛力的新興市場，進一步挖掘發達
成熟市場。

對本集團而言，憑借持續的技術革新與工藝改進，高質量的產品製造、供應服務及優秀
的管理效率，加之務實、審慎而全球化的策略與視野，有益其繼續保持並強化在國內行
業中優勢地位，同時亦得在海外市場競爭中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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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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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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內均已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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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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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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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為秦榮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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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田鬨雄及鄭豫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晃先生、王京先生及張立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