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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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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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達到約人民幣2,473百萬元（二零一二年同期為約人
民幣2,120百萬元）。

• 毛利率為約 33.3%（二零一二年同期為約34.8%）。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約14.4%，達到約人民幣499百萬元（二零一二
年同期為約人民幣 436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至約人民幣0.462元（二零一二年同期為約人民幣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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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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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二年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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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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2,472,712 2,119,870
銷售成本 (1,649,854) (1,381,540)  

毛利 822,858 738,330
投資收入 42,651 38,398
其他收入 72,161 33,581
其他利得與損失 61,242 35,350
分銷及銷售開支 (71,007) (56,370)
行政開支 (196,803) (158,774)
研發開支 (116,956) (102,610)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款利息 (26,700) (10,590)
分佔合營公司溢利 9,386 13,765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4,756 15,621  

除稅前溢利 611,588 546,701
所得稅開支 4 (88,300) (80,357)  

期內溢利 5 523,288 466,344  

其他全面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至收益或虧損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17,787) 1,502
可供出售投資公允價值虧損 (57,482) (4,932)
與其後可能重新歸類至收益或虧損之項
目有關的所得稅 8,622 616  

期內除稅後其他全面開支 (66,647) (2,81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56,641 463,530  



– 3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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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031 436,373
非控股權益 24,257 29,971  

523,288 466,34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34,010 433,657
非控股權益 22,631 29,873  

456,641 463,530  

每股盈利 7
基本 人民幣0.462元 人民幣0.405元  

攤薄 人民幣0.459元 人民幣0. 4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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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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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099 1,889,471
預付租賃款項 482,499 457,238
商譽 15,276 15,276
其他無形資產 40,872 33,239
於合營公司權益 110,128 101,512
於聯營公司權益 146,872 132,116
可供出售投資 132,652 190,134
遞延稅項資產 61,398 51,442  

3,130,796 2,870,428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1,657 11,046
存貨 728,949 697,089
應收貸款 26,599 26,69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715,419 1,322,783
衍生金融資產 19,262 31,306
已抵押銀行存款 819,497 285,060
銀行結餘及現金 4,248,877 4,130,051  

7,570,260 6,504,03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949,622 836,729
稅項負債 68,230 53,778
借貸 2,144,310 1,271,398
衍生金融負債 7,634 4,670  

3,169,796 2,166,575  

流動資產淨值 4,400,464 4,337,4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531,260 7,20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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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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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71 109,206
股份溢價及儲備 6,809,201 6,664,34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918,972 6,773,546
非控股權益 230,879 208,248  

總權益 7,149,851 6,981,79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3,132 39,509
借貸 328,277 186,582  

381,409 226,091  

總權益及負債 7,531,260 7,20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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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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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的香港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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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列報，人民幣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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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適當情
況而定）計量。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
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共同安排；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
訂本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過渡指引；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

•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僱員福利；

•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
改進；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公司的權益，以及包含於香港
（常務詮釋委員會）相關詮釋中的指引－詮釋第13號共同控制實體－合營方作出的非貨幣
出資已包含於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列明
有關將兩個或以上擁有共同控制權人士的共同安排的分類及入賬方法。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11號，共同安排僅可分為兩類－合作經營及合營公司。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7 –

第11號，共同安排的分類是基於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包括考慮其結構、安排的法律形式、
有關安排各方協定的合約條款，以及（如適用）其他事實和情況。一項合作經營為共同安
排，據此擁有安排共同控制權的各方（即共同經營者）具有就該安排的資產權利及負債義
務。一間合營公司為一項共同安排，據此擁有安排控制權的各方（即合營公司）在對資產
淨值的安排上，擁有共同控制權。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有三種類型的共同安
排－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經營及共同控制資產。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共同安排
的分類主要是在安排的法律形式的基礎上確定（例如通過一個單獨的實體而成立的共同
安排將列為共同控制實體）。

本公司董事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的規定，審閱及評估本集團於共同安排的
投資分類。本公司董事總結，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本集團於Plastic Trim International, 

Inc.及嘉興敏德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投資已分類為共同控制實體並使用權益法入賬，
而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應分類為合營公司，並採用權益法入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確
立有關公允價值計量及公允價值計量披露的單一指引，並取代先前載於多項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的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已作出相對修改，規定在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
出若干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範圍廣泛，其適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允
價值計量及有關公允價值計量披露的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特定情況除
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含「公允價值」的新定義，定義公允價值為在活躍（或在最
有利）巿場中，根據計量日的現行巿況，釐定在公平交易下出售資產所得到或轉讓負債所
支付的價格。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下，公允價值是一個出售價格，不管該價格可
以直接觀察或利用其他評估方法估算。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含廣泛的披露
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已應用新公允價值計量及披露規定。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就全面收益表及收益表引入新名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修訂本，全面收益表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而收益表則更名為損益表。香港會
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保留可以單一報表或以兩個分開但連續的報表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
收益的選擇。

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要求在其他全面收益一節內作出額外披露，將其他全
面收益項目分為兩類：(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及 (b)其後可能會於符合特定
條件時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配，惟有關
修訂不會影響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不論為除稅前項目或除稅後項目）的選擇。該等修
訂已追溯應用，因此，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方式已作出修改，以反映有關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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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修訂本中期財務報告
（作為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的一部分）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修訂本中期財務報告作為二零零
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的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修
訂本釐清，只會在特定呈報分部的總資產及總負債會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而且
該呈報分部的金額與上一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披露的金額有重大變動時，方須在中期財務
報表中獨立披露。

由於主要營運決策者並無審閱本集團的呈報分部負債作績效評估及資源分配之用，而該
呈報分部的資產金額與上一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披露的金額無重大變動，故本集團未有將
總資產及負債的資料載入分部資料的一部分。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於此
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列的所呈報金額及╱或披露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3. 分部信息

以下載列本集團按可呈報經營分部劃分的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中華人民
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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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營業額
對外銷售 1,660,159 196,390 436,928 179,235 2,472,712     

分部溢利 532,334 57,304 161,487 75,184 826,309    

投資收入 42,651
其他未分配收入 129,952
未分配費用 (384,766)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
銀行借貸利息 (26,700)
分佔合營公司溢利 9,386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4,756 

除稅前溢利 611,588
所得稅開支 (88,300) 

期內溢利 52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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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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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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借貸利息 (10,590)
分佔合營公司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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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溢利 466,344 

分部溢利指調整與銷售相關應收貿易賬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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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

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間稅項：
香港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90,872 77,953
已支付之源泉扣繳稅 – 7,130  

90,872 85,08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117) (1,362)  

遞延稅項
本期間支出（計入） 9,545 (3,364)  

88,300 8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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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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8,374 74,079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包含於銷售成本、行政開支及研發開支內） 4,896 3,417  

折舊及攤銷總額 93,270 77,496  

已確認存貨成本 1,649,854 1,381,540
存貨撇銷及撇減 6,828 2,502  

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二零一二年末期股息－每股0.385港元（二零一一年：
末期股息每股0.271港元） 332,404 238,027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已向股東派發股息每股 0.385港元（二零一一年：每股 0.271港
元），作為二零一二年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已決定將不會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同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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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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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499,031 43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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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086 1,076,896

攤薄購股權的影響 6,497 4,603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86,583 1,08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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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並無計及本公司若干尚未行使購股權，皆因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
本公司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平均市價，故該等購股權對本
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盈利並無產生攤薄效應。

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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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8 11,129
－合營公司 138,396 76,967
－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 11,048 10,888
－第三方 1,133,575 866,434

減：呆賬準備 (9,319) (16,500)  

1,282,228 948,918
應收票據 92,704 83,679  

1,374,932 1,032,597
其他應收款項 81,698 53,510
減：呆賬準備 (192) (3,290)  

1,456,438 1,082,817
預付款項 197,577 158,518
可抵扣增值稅 56,170 56,214
收購土地使用權的可退還保證金 – 20,000
應收一間合營公司的股息 5,234 5,234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715,419 1,32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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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準備）的賬齡分析，其與收
益確認日期相若：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90日 1,247,313 978,429
91至180日 84,225 42,574
181至365日 41,148 8,951
超過1年 2,246 2,643  

1,374,932 1,03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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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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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0 12,422

－合營公司 55,215 42,590

－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 16,166 12,903

－第三方 539,745 463,620  

628,186 531,535

應付工資及福利款項 103,812 112,313

客戶墊付 15,059 14,45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代價 45,878 60,088

應付技術支持服務費 9,801 14,587

應付運費及公共事業費用 49,145 31,044

其他 97,741 72,706  

949,622 836,729  

以下為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至90日 597,748 491,211

91至180日 17,246 33,940

181至365日 8,668 4,715

1至2年 3,918 864

超過2年 606 805  

628,186 53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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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
同期：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概覽

於回顧期間，中國乘用車市場產銷分別為866.45萬輛和866.51萬輛，同比分別增
長14.02%和13.81%，好於市場的普遍預期。雖面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結構調
整、主機廠產能擴充以及各地限行、限購政策隨時出台等不確定性因素，但二
零一三年下半年剛性需求仍將驅動汽車市場的增長。

世界各地汽車市場延續過往數年來格局，隨著美國經濟的逐漸復蘇，消費者的
信心逐步恢復，美國市場銷售保持平穩增長。日本市場不太樂觀，銷售大幅回
落。受制於仍持續發酵的歐債危機和不斷攀升的失業率，歐洲汽車市場十分低
迷。新興市場中，俄羅斯、印度出現不同程度下滑，而巴西汽車產銷量則創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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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中國、美國、墨西哥、泰國及德國的生產基地可覆
蓋客戶主要市場，輔以日本、北美的研發中心，以服務全球市場滿足不斷增長
的客戶需求。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同步設計能力和全球就近供貨能力獲得客戶認可，獲取更
多全球平台車型訂單和高端車訂單，為本集團未來發展墊實基礎，亦為本集團
後續取得更多類似優質訂單形成良好示範。本集團積極與主要供應商開展技
術合作，奠定新產品前期開發優勢，並推動與核心供應商的互利合作，提升供
應商管理水準以持續降低成本。好於預期的市場表現和主要客戶的產量增加，
帶動本集團整體營業額獲得穩定增長，其中，海外市場份額以及出口營業額保
持良好上升態勢。

本集團加強與現有合作夥伴交流和協調，多形式開展行業合作，海外發展不斷
深化。本集團對內優化組織架構，學習行業先進研發體系管理，改善和提升專
業研發能力，加強技術攻關，於海內外建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保護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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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與經營佈局

本集團持續優化客戶結構，通過大客戶總監管理及時對應客戶需求，改善客戶
關係管理。同時，本集團亦積極發展新產品系列，開拓新材料市場和完善全球
供貨以滿足客戶需要。本集團不斷深化行業合作，拓展海外市場，海外營業額
及影響力不斷擴大，出口業務保持良好增長態勢。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國內營業額為約人民幣1,660,159,000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
之約人民幣1,522,160,000元增長約9.1%。由於海外主力市場平穩增長、全球平台
車型訂單增加以及墨西哥工廠產能逐步釋放，本集團海外營業額持續增長，為
約人民幣812,553,000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約人民幣597,710,000元，增長約人民
幣214,843,000元，增幅達約35.9%。

於回顧期間，受中日島嶼爭端的影響，日系主機廠在中國市場恢復緩慢，惟下
半年將推出大量新車型應對市場競爭，相信將對日系主機廠的市場份額恢復
有所幫助。本集團於市場調整時機鞏固與日系重點客戶關係，獲得客戶信任及
認可。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進入本田全球採購體系，全面取得本田全球平台車
型訂單，並參與本田新車型零部件的全球同步設計開發。

SUV車型的持續火熱極大提升了汽車行李架的市場需求。本集團一直潛心耕耘
行李架市場，現已成為行李架市場主力供應商。未來各主機廠將持續投放多款
SUV車型，行李架市場空間廣闊。本集團除鞏固現有日韓系主機廠市場，還積
極拓展歐美系主機廠訂單。行李架業已成為本集團獨立產品系列和未來發展
重要方向。

本集團繼續發力新材料市場，持續投入鋁產品的研發和應用，加大產品應用技
術攻關，鋁產品應用範圍不斷擴大，已成功獲得多家全球主要主機廠的訂單，
相信鋁產品的高速增長必將帶動本集團整體業績增長。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進
入通用汽車全球鋁事業業務，於鋁產品的運用和發展更具代表意義。

於投資方面，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以約二百八十四萬歐元對價
全資收購德國CST GmbH公司。此次收購進一步完善了本集團全球生產佈局，
滿足了客戶在歐洲的現地化生產需求，有助於本集團獲取歐洲的核心技術及
關鍵資源，從而促使其於歐洲市場捕捉良好的發展機遇。以CST GmbH為基礎的
擴建已展開。此外，北京等中國北方區域生產基地投產和擴張，緩解了本集團
產能限制，以便更好地滿足客戶需求。未來，本集團亦會結合自身發展目標，
持續關注行業變化並尋機拓展新業務。



– 15 –

研究開發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於福祉車零部件、新能源汽車零部件及鋁產品技術儲備日
益完善，並加大了新材料、新工藝產品應用的技術攻關。面對日益增多的全球
同步設計訂單，本集團加強與各主要客戶的研發機構的溝通與交流，改善內部
研發流程，強化節點控制，提升本集團的全球同步開發能力。

本集團注重知識產權保護，獲得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認證，並積極申報國際專
利。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申報而被受理的專利數為 87宗，獲得有權機構授權的
專利數為98宗。

財務回顧

業績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為約人民幣2,472,712,000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之
約人民幣2,119,870,000元增長約16.6%，主要係集團在國內外前瞻性的市場布局
使得集團營業額在國內和海外市場都取得了增長。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 499,031,000元，較二零一二年
同期之約人民幣436,373,000元增長約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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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較二零一二年同期之約 34.8%下降
約1.5%，主要係在持續面臨產品價格下降、勞動力成本普漲和匯率波動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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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收入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投資收入為約人民幣42,651,000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約
人民幣38,398,000元增加約人民幣4,253,000元，主要係回顧期間銀行存款餘額增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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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61,000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約
人民幣33,581,000元增加約人民幣38,580,000元，主要係政府補貼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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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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溢利約人民幣61,242,000元，較二零
一二年同期淨溢利約人民幣35,35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25,892,000元，主要係本集
團為應對外匯匯率風險，有效抵銷匯率波動對毛利率的不利影響叙做遠期外
匯合約所獲收益增加，以及回顧期內匯率波動產生匯兌收益增加所致。

分銷及銷售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分銷及銷售開支為約人民幣71,007,000元，較二零一二年
同期約人民幣 56,37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4,637,000元，佔本集團營業額比重約
2.9%，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約2.7%上升約0.2%，主要系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積極拓
展海外業務導致費用增加。

行政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行政開支為約人民幣 196,803,000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
約人民幣158,774,000元增加約人民幣38,029,000元，佔本集團營業額比重約8.0%，
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約7.5%上升約0.5%，主要係在本集團營業額增長的情況下，
為保持競爭力而引入高級別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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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研發開支為約人民幣 116,956,000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
之約人民幣 102,61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4,346,000元，主要係集團為保持市場競
爭力及可持續發展，努力提高研發能力而引進高級研發人員，導致人力成本增
加所致。

分佔合營公司溢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分佔合營公司溢利為約人民幣 9,386,000元，較二零一二
年同期約人民幣13,765,000元減少約人民幣4,379,000元，主要係其中一間合營公
司溢利較二零一二年同期減少所致。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分佔聯營公司溢利為約人民幣14,756,000元，與二零一二
年同期約人民幣 15,621,000元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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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所得稅開支為約人民幣88,300,000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
約人民幣80,357,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7,943,000元。

於回顧期間，實際稅賦率為約14.4%，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約14.7%略下降約0.3%。

非控股權益應佔溢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非控股權益應佔溢利為約人民幣 24,257,000元，較二零
一二年同期約人民幣29,971,000元減少約人民幣5,714,000元，主要係部分非全資
附屬公司營業額下降及產品結構變動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總額及銀行結餘為約人民幣4,248,877,000
元，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人民幣4,130,051,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18,826,000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入低成本的借貸共約人民
幣2,472,587,000元，其中折約人民幣811,159,000元、折約人民幣651,482,000元、折
約人民幣105,259,000元、折約人民幣60,034,000元及約人民幣844,653,000元，分別
以美元、港元、日圓、歐元及人民幣計價，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
人民幣1,457,98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014,60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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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55,000元，現金流
量狀況健康。

應收貿易賬款周轉日為約75日，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約73日延長約2日，主要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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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所致。

應付貿易賬款周轉日為約54日，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約50日延長約4日，主要係
對採購供應渠道進行優化，以及供應商付款賬期適當延長所致。

存貨周轉日為約59日，較二零一二年同期約55日延長約4日，主要係隨著新業
務承接的增加，開發中的項目有所增加，以及為規避價格上漲風險而儲備的戰
略庫存有所增加所致。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比率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約3.0下降為約2.4。負債比率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15.6%上升為約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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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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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710 203,568
土地租賃款項之預付租金 8,108 38,894  

利率及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貸餘額為約人民幣2,472,587,000元，其
中折約人民幣811,159,000元、約人民幣651,482,000元、約人民幣105,259,000元、約
人民幣60,034,000元及約人民幣844,653,000元，分別以美元、港元、日圓、歐元及
人民幣計價，全部按浮動利率計息。此等借貸無季節性。

本集團的絕大部分銷售及採購以人民幣結算，隨著海外業務的擴大，本集團管
理層高度關注外匯風險，通過叙做遠期外匯合約達到管控外匯風險的目的。

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人民幣、美元、港元、日圓及歐元計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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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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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732,000元，其中約人民幣 388,472,000元以美元計值，
約人民幣40,715,000元以港元計值，約人民幣10,087,000元以日圓計值，約人民幣
18,414,000元以歐元計值，剩餘約人民幣 44,000元以其他外幣計值。為管控外匯
風險，本集團內已有專人負責相關籌劃工作。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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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銀行存款約美元 2,012,000元作出抵押，
借入約日圓198,853,000元，折約人民幣 12,450,000元，該借款償還貨幣單位為日
圓；以銀行存款約人民幣 782,000,000元作出抵押，借入約人民幣 612,000,000元、
美元10,000,000元及港元126,000,000元，折約人民幣774,152,000元，該等借款償還
貨幣單位分別為人民幣、美元及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分
別以銀行存款約美元 5,180,000元及約人民幣 252,000,000元作出抵押，借入約日
圓446,222,000元，折約人民幣32,596,000元，及約人民幣252,000,000元）。本集團已
抵押賬面淨值為約人民幣20,146,000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1,269,000元）之永久業權土地及樓宇，為授予本集團之一般銀行融資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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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444,000元（二零一二年同期：約
人民幣275,44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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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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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重大收購與出售事項。

僱員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僱員8,015名，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增加703名。於回顧期間，基於持續的全球化進程，本集團初步建立了全球管
理團隊的架構和雛形，強化驅動其核心技術和創新並增強其管理領導力。本集
團的業務成長和全球新業務基地的布局亦是僱員人數增加的一個重要因素。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重點關注管理團隊的領導力開發，結合績效管理和人才評
價技術，進一步為本集團未來的業務戰略儲備可靠的人才梯隊。同時，本集團
啟動了價值觀和企業文化的變革來滿足全球化的需求。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採納一項有條件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
劃」），該購股權計劃用以對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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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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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3,000股購股權，1,448,000股購股權因承授人的離職而失效。

展望與策略

本屆中國政府銳意推行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長遠而言對中國經
濟發展有利。中國汽車行業逐漸進入成熟穩定期，汽車行業和汽車消費市場的
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將延續，汽車銷售及保有量有望穩步提高。中國的城
鎮化進程和消費結構升級擴大了消費需求，汽車市場空間更為廣闊，汽車市場
的剛性需求依然強勁，本集團仍期待全國性的長期消費潛力。

開發全球平台車型已然成為發展趨勢，本集團亦將進一步提高全球同步設計、
研發能力，積極推動新材料、新技術的運用，參與客戶研發設計，爭取更多全
球平台車型訂單，以提升本集團市場份額。本集團將加大技術攻關，擴展鋁產
品適用範圍，發力行李架等新產品市場，以新材料和新產品的快速增長帶動本
集團發展，提高本集團盈利。同時，本集團主動尋求行業合作，調整和深化合
作夥伴關係，發展和擴大海外生產基地，強化全球供應能力，滿足日益增長的
客戶需求。

本集團長期關注福祉車、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業務和售後市場的發展，均衡發
展中國國內市場和海外市場，不斷提升公司管治，打造國際性公司，努力成長
為全球汽車零部件行業的領先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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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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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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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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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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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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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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