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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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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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達到約人民幣2,120百萬元（二零一一年同期為約人
民幣1,811百萬元）。

• 毛利率為約 34.8%（二零一一年同期為約35.8%）。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約12.4%，達到約人民幣436百萬元（二零一一
年同期為約人民幣 388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至約人民幣0.405元（二零一一年同期為約人民幣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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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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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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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2,119,870 1,810,590
銷售成本 (1,381,540) (1,161,587)  

毛利 738,330 649,003
投資收入 38,398 32,043
其他收入 33,581 60,318
其他利得與損失 35,350 (5,279)
分銷及銷售開支 (56,370) (67,669)
行政開支 (158,774) (140,583)
研發開支 (102,610) (83,34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款利息 (10,590) (4,291)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13,765 14,751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5,621 15,489  

除稅前溢利 546,701 470,438
所得稅開支 4 (80,357) (63,352)  

期內溢利 5 466,344 407,086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1,502 (5,55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虧損）收益 (4,932) 15,646
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有關的所得稅 616 (1,957)  

期內除稅後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2,814) 8,13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63,530 41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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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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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373 388,226
非控股權益 29,971 18,860  

466,344 407,086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33,657 397,045
非控股權益 29,873 18,174  

463,530 415,219  

每股盈利 7
基本 人民幣0.405元 人民幣0.361元  

攤薄 人民幣0.403元 人民幣0.3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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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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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2,056 1,440,536
預付租賃款項 431,836 405,935
商譽 15,276 15,276
其他無形資產 29,075 32,527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 90,860 76,91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33,982 107,958
可供出售投資 152,550 157,481
應收貸款 – 15,520
遞延稅項資產 38,731 39,225  

2,484,366 2,291,377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8,842 8,253
存貨 575,550 515,353
應收貸款 35,017 38,87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362,507 1,134,866
衍生金融資產 11,163 14,993
已抵押銀行存款 38,535 37,477
銀行結餘及現金 3,980,996 3,791,701  

6,012,610 5,541,51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774,710 656,695
稅項負債 57,593 75,832
借貸 1,147,076 825,824
衍生金融負債 8,678 1,103  

1,988,057 1,559,454  

流動資產淨值 4,024,553 3,982,06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508,919 6,27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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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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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77 109,139
股份溢價及儲備 6,202,394 5,978,08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311,571 6,087,225
非控股權益 170,858 155,248  

總權益 6,482,429 6,242,47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6,490 30,966  

總權益及負債 6,508,919 6,27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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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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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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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乃按重新評估金額或公允
價值（視適當情況而定）計量。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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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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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標的資產之收回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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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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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信息

以下載列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按可呈報經營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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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160 178,324 319,023 100,363 2,119,870     

分部溢利 514,673 56,328 129,408 30,723 731,132    

投資收入 38,398
其他未分配收入 76,129
未分配費用 (317,75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
銀行借款利息 (10,590)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 13,765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5,621 

除稅前溢利 546,701
所得稅開支 (80,357) 

本期間溢利 46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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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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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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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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賺取的毛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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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77,953 55,274

其他司法權區 – 255

已支付之源泉扣繳稅 7,130 –  

85,083 55,52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1,362) (110)  

遞延稅項
本期間 (3,364) 7,933  

80,357 6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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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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4,079 60,925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包含在銷售成本、行政費用及
研發開支內） 3,417 5,194  

折舊及攤銷總額 77,496 66,119  

已確認存貨成本 1,381,540 1,161,587
存貨備抵的計提 2,502 249  

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每股0.271港元（二零一零年：
末期股息每股0.266港元） 238,027 238,58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二日，已向股東派發股息每股 0.271港元（二零一一年：每股 0.266港
元），作為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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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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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溢利） 436,373 38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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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896 1,075,001

攤薄購股權的影響 4,603 7,447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81,499 1,08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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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部分未行使期權的行使價格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本公司股票平均市場價格，即此部分期權
對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沒有稀釋作用，因此在計算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公司擁有人
應佔每股攤薄盈利時，未考慮該部分未行使期權的攤薄影響。

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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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77 9,985
－共同控制實體 43,789 28,844
－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 26,475 35,365
－第三方 941,073 806,929

減：呆賬準備 (13,063) (6,142)  

1,016,151 874,981
應收票據 63,948 30,801  

1,080,099 905,782
其他應收款項 35,614 41,491
減：呆賬準備 (293) (289)  

1,115,420 946,984
預付款項 201,706 103,527
可收回增值稅 20,147 19,789
收購土地使用權之可退還擔保按金 20,000 40,000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股息 – 1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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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507 1,134,866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自交付貨品及客戶接收貨品當日起60日至90日的信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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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90日 1,030,411 875,705
91至180日 37,022 22,979
181至365日 12,008 6,635
1年以上 658 463  

1,080,099 90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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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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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00 3,925

－共同控制實體 27,281 11,961

－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 14,045 25,298

－第三方 428,986 342,070  

507,712 383,254

應付票據 1,436 –  

509,148 383,254

應付工資及福利 67,064 70,182

客戶墊付 29,358 19,90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代價 36,149 42,002

應付技術支持服務費 17,945 34,157

應付運費及公用設施費用 30,283 26,491

應付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營銷及行政服務費用 15,770 14,000

其他 68,993 66,703  

774,710 65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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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90日 478,970 373,568

91至180日 24,548 5,623

181至365日 2,513 1,942

1至2年 1,218 563

2年以上 1,899 1,558  

509,148 38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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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
同期：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概覽

回顧期間，中國乘用車市場相較上年同期略有增長，其中乘用車生產約 759.93
萬輛，同比增長約 7.87%；銷售約 761.35萬輛，同比增長約 7.08%。而由於國內總
體經濟增速放緩、主機廠產能擴充以及部分城市車輛限購政策的推出，國內乘
用車市場面臨比過往更為嚴峻的競爭壓力。

全球而言，美國市場於回顧期間的表現好於預期。日本市場則在節能車補貼政
策拉動下已連續實現數月大幅增長，逐漸走出地震陰影。歐洲汽車市場深受歐
債危機影響，銷售持續疲軟。新興市場中，俄羅斯、印度的增長較之前的高速
增長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放緩，巴西車市需求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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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在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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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立足現有市場，積極
探索、穩步進軍其他新興市場，服務全球市場。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提升客戶服務水平，深化客戶關係管理，獲得更多訂
單，其中包括部分全球車型新訂單。得益於主要客戶的產量增加，本集團整體
營業額獲得較佳業績，其中，國內營業額增長優於國內市場整體表現，而海外
市場以及出口營業額保持良好上升態勢。通過持續推行集中採購、強化供應商
管理以及完善供應體系，有效降低原材料成本，本集團得以維持較高的毛利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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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對外深化行業合作，擴大和發展國內及海外生產基地以滿足客戶全球
供貨需求；本集團對內優化組織架構、提升運營效率，加強人員培訓及交流，
促進和提高研發能力以適應本集團全球化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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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160,000元，較上年同期之約人
民幣1,305,926,000元增長約16.6%。隨著泰國和墨西哥的工廠產能逐步釋放以及海
外主力市場復蘇帶來的出口進一步增長，本集團海外營業額持續增長，為約人
民幣597,710,000元，較上年同期約人民幣504,664,000元，增長約人民幣93,046,000
元，增幅達約18.4%。

於回顧期間，日系主機廠推出更多車型以應對市場競爭，受益於與各日系主機
廠的良好合作關係，本集團於日系主機廠的銷售額相應增加。與此同時，本集
團多元化的客戶戰略不斷深化，提升客戶服務水平，深化客戶關係管理，並通
過設立大客戶總監管理制度以及時有效應對客戶需求。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海
外營業額及影響力不斷擴大，取得了BMW全球平台車型的新訂單，出口業務保
持良好增長態勢。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新座椅部件生產基地的投產和產能的逐步提升為該類產
品的後續開拓提供充足的保證。同時，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首次取得日系以外
的座椅部件業務訂單。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在泰國新增生產基地，進一步完善了全球生產佈局、擴大
全球供貨對應能力。鄭州、北京等中國北方區域生產基地的設立和發展，有助
於本集團就近滿足客戶的需求，開拓潛在客戶及訂單。

於投資方面，本集團結合自身發展目標及市場趨勢探索並尋機拓展新業務機
會。由於市場變化影響本集團對長期商業利益的考量，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終止
收購可附特（北京）有限公司45%股權，有關詳情請見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二月
三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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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開發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豐富和完善福祉車零部件、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等新事業
產品的技術儲備，探索、推廣新材料、新工藝的運用。隨着持續不斷的研發投
入，本集團的全球同步開發能力得到進一步提升，電子化、系統集成化等產品
研究成果逐漸得到轉化。研發將越來越成為本集團倚重的競爭優勢。

本集團注重研發隊伍建設，深化雙通道的人才管理模式，強化本集團的管理和
研發技術團隊，為研發水平的不斷提升打造核心競爭力。於回顧期內，本集團
申報而被受理的專利數為 103宗，獲得有權機構授權的專利數為50宗。

財務回顧

業績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為約人民幣2,119,870,000元，較上年同期之約人民
幣1,810,590,000元增長約17.1%，主要係伴隨日系車廠於地震重創後的恢復與美
國汽車市場復蘇，集團在國內外前瞻性的市場佈局使得集團營業額在國內和
海外市場都取得了良性增長。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 436,373,000元，較上年同期之
約人民幣388,226,000元增長約12.4%，主要係集團在營業額增長的同時，持續注
重對成本與費用的管控，使得集團總體上保持了較好的盈利水平。

毛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整體毛利率為約34.8%，較上年同期之約35.8%，下降約1.0%，
主要係在持續面臨產品價格下降、勞動力成本普漲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下，集
團通過不斷改善生產工藝、提高材料使用率、實施集中採購等措施以抵消市場
不利因素的影響；此外，集團繼續提高生產效率和管控效率，使整體毛利率仍
然維持在較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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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收入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投資收入為約人民幣38,398,000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約
人民幣32,043,000元，增加約人民幣6,355,000元，主要係回顧期間銀行存款利率
升高，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其他收入為約人民幣33,581,000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約
人民幣60,318,000元減少約人民幣26,737,000元，主要係政府補貼收入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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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50,000元，較二零
一一年同期虧損約人民幣5,279,000元，增加約人民幣40,629,000元，主要係集團
為應對外匯匯率風險，敘做遠期外匯合約所獲收益增加，及理財產品收益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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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70,000元，較二零
一一年同期的約人民幣67,669,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1,299,000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比重約2.7%，主要係集團積極採取物流整合措施，提升物流效率，進而有效降
低了物流成本。

行政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為約人民幣 158,774,000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
的約人民幣140,583,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8,191,000元，佔本集團營業額比重約
7.5%，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約7.8%下降約0.3%，主要係在本集團營業額增長的
情況下，集團嚴格控制行政費用支出，使得其佔營業額之比重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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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研發開支為約人民幣 102,610,000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
之約人民幣83,344,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9,266,000元，佔本集團營業額比重約
4.8%，與二零一一年同期的約4.6%增加約0.2%，主要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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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5,000元，較二零
一一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14,751,000元，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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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21,000元，較二零一一
年同期約人民幣 15,489,000元，基本持平。

所得稅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為約人民幣80,357,000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
約人民幣63,352,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7,005,000元。

於回顧期間，實際稅賦率為約14.7%，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約13.5%上升約1.2%，
主要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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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71,000元，較二零
一一年同期約人民幣18,86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1,111,000元，主要係原有合資
公司盈利增加，同時去年新設的兩間合資公司開始進入盈利階段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總額及銀行結餘為約人民幣3,980,996,000
元，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人民幣3,791,701,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89,295,000元。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集 團 借 入 低 成 本 的 借 貸 約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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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00,000元、約日圓2,211,911,000元與約港幣 391,879,000元，分別折約人民幣
651,442,000元，176,174,000元與319,460,000元，合計約人民幣1,147,076,000元，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人民幣825,824,000元增加借貸約人民幣321,252,000
元，主要係集團出於滙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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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111,000元，現金流
量狀況健康。

應收貿易賬款周轉日約為 73日，與二零一一年度同期的約73日持平。

應付貿易賬款周轉日約為50日，較二零一一年度同期的約44日延長約6日，主
要係對採購供應渠道進行優化，供應商付款賬期適當延長所致。

存貨周轉日約為55日，較二零一一年度同期的約59日縮短4日，主要係集團加
強存貨管控，有效提高了存貨管控水平，使得存貨周轉天數縮短。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由二零一一年度同期之 4.1下降為 3.0。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由二零一一年度同期之 8.4%上升為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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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上的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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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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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980 107,488  



– 18 –

利率及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銀行借貸餘額約人民幣1,147,076,000元，其中約
人民幣651,442,000元以美元計值，約人民幣176,174,000元以日元計值，約人民幣
319,460,000元以港幣計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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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銷售以美元為主，為抵消滙
率波動對集團經營利潤產生的影響，集團針對美元銷售已安排訂立美元兌人
民幣的遠期外滙合約。

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人民幣、港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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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公司及部分附屬公司擁有以非功能性貨幣計值的銀
行結餘約人民幣314,106,000元，其中約人民幣250,864,000元以美元計值，約人民
幣8,899,000元以港元計值，約人民幣7,090,000元以日元計值，約人民幣26,249,000
元以歐元計值，約人民幣20,924,000元以泰銖計值，剩餘約人民幣80,000元以其
他外幣計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任何或然債務（二零一一年：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銀行存款約美元 5,574,000元作出抵押，借
入約日元 442,829,000元，約折人民幣 35,270,000元（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以銀行存
款約美元5,663,000元作出抵押，借入約日元439,421,000元）。該等借款償還貨幣
單位為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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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447,000元（二零一一年同期：約
人民幣215,540,000元），增加的資本開支係本集團擴充產能、擴大生產設施及儲
備土地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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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及認購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配售及認購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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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僱員6747名，總僱員人數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 276名，本集團通過培訓及交流提升僱員技能，僱員的工
作效率借助自動化、精益化設備得以提升，從而減輕薪資上漲壓力。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採納具競爭力薪酬水準以增加其人才競爭能力，尤其是海
外人員的競爭力，進一步加快全球化進程。同時，引入領導力和團隊協作訓練，
進一步塑造高能力、互相協作的全球化管理團隊；繼續深化人文關懷工作，持
續推動價值觀和企業文化管理工作，提升員工的歸屬感和忠誠感，建設本集團
可持續發展的人力資源平台。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批准採納一項有條件新購股
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及終止現有購股權計劃，有關計劃詳情請見本公司於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之公告。新購股權計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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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會批准向一批獲授人（「承授人」）（釋義
同新購股權計劃）授予合計2,690,000股購股權。准許承授人自二零一三年五月
三十日至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日止行使該等購股權。承授人行使購股權時所
支付之每股價格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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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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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與策略

受到中國宏觀經濟環境影響，中國汽車市場增長速度放緩，汽車消費市場出現
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但汽車銷售及保有量穩步提高。雖然部分城市的
汽車現行限購政策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長期及從全國範圍來看仍存在較
大成長空間，汽車消費升級需求仍將增加。

受歐債危機影響，歐洲汽車市場的恢復仍需假以時日，美國汽車市場需求則趨
於回升，新興國家市場儘管步伐有所放緩，但仍有望保持增長。

本集團把握市場發展趨勢，積極推動新材料、新技術的運用和新產品的開發，
提升研發能力以增加系統化產品、模塊化產品的供應，投入研發並生產橡膠製
品和鋁製品，開拓更多產品領域。同時，本集團爭取更多全球平台車型訂單，
發展和擴大海外生產基地，強化全球供應能力，穩步增加本集團於全球市場的
份額及影響力。

本集團將立足現有產品銷售市場、循序推進福祉車及相關零部件業務、跟蹤新
能源汽車及零部件的前期研發與技術儲備，並積極關注售後市場發展。借消費
結構和行業結構調整之機，積極尋找、審慎評估適合之投資目標以鞏固和提升
本集團市場份額及影響力。

本集團將通過提升研發能力，打造國際化團隊為客戶提供超越期望之產品和
服務，以滿足中國及全球消費者不斷增長和複雜化的需求，成長為全球汽車零
部件行業的領先者，為股東和社會實現更大價值。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承授人根據購股權計劃的規則及條款已行使
474,000股購股權，2,770,000股購股權因承授人的離職而失效。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概無任何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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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及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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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前有
效的原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常規守則」）及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
生效的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新的企業管治守則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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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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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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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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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鋒先生及川口清先生，非執行董事鄭豫女士、何東翰先生及穆偉忠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晃先生、王京博士及張立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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