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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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XING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01899））））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變動變動變動變動 
       
收益         2,817.3         2,708.8  +4.0% 
毛利  664.0  671.0  -1.0% 
毛利率  23.6%  24.8%  -1.2百分點 
EBITDA(附註)  592.2  613.0  -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02.0  207.1  -2.5% 
每股盈利 - 基本(人民幣分)  13.25  13.58  -2.5% 
       
      於於於於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淨值兌權益比率  7.1%  12.0%  -4.9百分點 
資產負債比率  8.6%  10.4%  -1.8百分點 
       
附註: 按未計融資成本、所得稅支出，折舊及攤銷前的溢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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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中期中期中期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或「興達」）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去年比較數

字如下： 

 

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合綜合綜合綜合損益及其他損益及其他損益及其他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全面收入表全面收入表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2,817,324 2,708,820 
銷售成本  (2,153,345) (2,037,845) 
  －－－－－－－－－－－－－－－－－－－－－－－－－－－－－－－－－－－－－－－－－－－－－－－－－－－－－－－－ －－－－－－－－－－－－－－ 

毛利  663,979 670,975 
其他收入  19,450 25,841 
政府津貼  14,849 11,57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68,393) (167,209) 
行政開支  (133,828) (129,289) 
其他虧損及開支淨額 4 (21,612) (21,781) 
融資成本  (24,379) (33,464)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溢利  79 1,616 
  －－－－－－－－－－－－－－－－－－－－－－－－－－－－－－－－－－－－－－－－－－－－－－－－－－－－－－－－ －－－－－－－－－－－－－－ 

除稅前溢利  350,145 358,261 
所得稅支出 5 (67,865) (65,258) 
  －－－－－－－－－－－－－－－－－－－－－－－－－－－－－－－－－－－－－－－－－－－－－－－－－－－－－－－－ －－－－－－－－－－－－－－ 

期內溢利 6 282,280 
－－－－－－－－－－－－－－－－－－－－－－－－－－－－－－－－－－－－－－－－－－－－－－－－－－－－－－－－ 

293,003 
－－－－－－－－－－－－－－－－－－－－－－－－－－－－－－－－－－－－－－－－－－－－－－－－－－－－－－－－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期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  19,500 — 
 確認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    
  產生的遞延稅項負債  (2,925) — 
  －－－－－－－－－－－－－－－－－－－－－－－－－－－－－－－－－－－－－－－－－－－－－－－－－－－－－－－－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16,575 —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98,855 293,003 
  ====================== ======================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非控股權益 

  
 

201,998 
 

80,282 
－－－－－－－－－－－－－－－－－－－－－－－－－－－－－－－－－－－－－－－－－－－－－－－－－－－－－－－－ 

282,280 

 
 

207,119 
 

85,884 
－－－－－－－－－－－－－－ 

293,0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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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四一四一四一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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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13,524 207,119 

 非控股權益  85,331 85,884 
  －－－－－－－－－－－－－－－－－－－－－－－－－－－－－－－－－－－－－－－－－－－－－－－－－－－－－－－－ －－－－－－－－－－－－－－ 
  298,855 293,003 
  ====================== ====================== 
    
每股盈利 8   

基本(人民幣分)  13.25 13.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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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三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及負債及負債及負債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714,931 3,713,786 
預付租賃款項  236,121 239,027 
可供出售投資  153,900 — 
投資物業  133,300 133,300 
於一間合營企業的權益  251,011 250,932 
遞延稅項資產  9,309 15,947 
預付款項  8,500 10,00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訂金  — 51,847 
  －－－－－－－－－－－－－－－－－－－－－－－－－－－－－－－－－－－－ －－－－－－－－－－－－－－－－－－－－－－－－－－－－－－－－－－－－ 

  4,507,072 4,414,839 
  －－－－－－－－－－－－－－－－－－－－－－－－－－－－－－－－－－－－ －－－－－－－－－－－－－－－－－－－－－－－－－－－－－－－－－－－－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5,812 5,812 
存貨  549,641 364,784 
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096,586 1,982,966 
應收票據 9 2,469,310 2,567,751 
已抵押銀行存款  67,500 34,000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 3,650 
銀行結餘及現金  522,250 414,222 
  －－－－－－－－－－－－－－－－－－－－－－－－－－－－－－－－－－－－ －－－－－－－－－－－－－－－－－－－－－－－－－－－－－－－－－－－－ 

  5,711,099 5,373,185 
  －－－－－－－－－－－－－－－－－－－－－－－－－－－－－－－－－－－－ －－－－－－－－－－－－－－－－－－－－－－－－－－－－－－－－－－－－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515,073 1,434,003 
應付票據 10 951,223 496,893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4,036 1,658 
應付稅項  46,521 80,586 
銀行借款－一年內到期  880,000 1,016,077 
政府津貼  10,000 10,000 
  －－－－－－－－－－－－－－－－－－－－－－－－－－－－－－－－－－－－ －－－－－－－－－－－－－－－－－－－－－－－－－－－－－－－－－－－－ 

  3,406,853 3,039,217 
  －－－－－－－－－－－－－－－－－－－－－－－－－－－－－－－－－－－－ －－－－－－－－－－－－－－－－－－－－－－－－－－－－－－－－－－－－ 

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  2,304,246 2,333,968 
  －－－－－－－－－－－－－－－－－－－－－－－－－－－－－－－－－－－－ －－－－－－－－－－－－－－－－－－－－－－－－－－－－－－－－－－－－ 

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額額額額減流動負債減流動負債減流動負債減流動負債  6,811,318 6,748,807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6,436 50,685 
  －－－－－－－－－－－－－－－－－－－－－－－－－－－－－－－－－－－－－－－－－－－－－－－－－－－－－－－－－－－－－－－－－－－－－－－－－－－－－－－－ －－－－－－－－－－－－－－－－－－－－ 

資產淨額資產淨額資產淨額資產淨額  6,764,882 6,698,1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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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股本  150,999 150,999 
儲備  4,896,926 4,874,497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047,925 5,025,496 
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非控股權益  1,716,957 1,672,626 
  －－－－－－－－－－－－－－－－－－－－－－－－－－－－－－－－－－－－－－－－－－－－－－－－－－－－－－－－－－－－－－－－－－－－－－－－－－－－－－－－ －－－－－－－－－－－－－－－－－－－－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6,764,882 6,698,1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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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現金流量現金流量現金流量現金流量表表表表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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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除稅前溢利  350,145 358,261 
折舊及攤銷  217,676 221,226 
存貨增加  (184,857) (104,438) 
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108,751) (372,451)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77,636) 139,871 
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113,163 (131,938) 
應付票據增加  454,330 554,478 
已付所得稅  (102,466) (75,322) 
就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  (5,423) (22,403) 
其他經營現金流量  32,217 46,822 
  －－－－－－－－－－－－－－－－－－－－－－－－－－－－－－－－－－－－－－－－－－－－－－－－－－－－－－－－－－－－－－－－－－－－－－－－－－－－－－－－ －－－－－－－－－－－－－－－－－－－－ 

  688,398 614,106 
  －－－－－－－－－－－－－－－－－－－－－－－－－－－－－－－－－－－－－－－－－－－－－－－－－－－－－－－－－－－－－－－－－－－－－－－－－－－－－－－－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已付添置及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訂金  (203,342) (166,957) 
提取已抵押銀行存款  34,000 58,000 
存入已抵押銀行存款  (67,500) (123,500) 
已收利息  2,793 2,75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620 292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減少  3,650 — 

購買證券投資  (134,400) — 
  －－－－－－－－－－－－－－－－－－－－－－－－－－－－－－－－－－－－－－－－－－－－－－－－－－－－－－－－－－－－－－－－－－－－－－－－－－－－－－－－ －－－－－－－－－－－－－－－－－－－－ 

  (363,179) (229,410) 
  －－－－－－－－－－－－－－－－－－－－－－－－－－－－－－－－－－－－－－－－－－－－－－－－－－－－－－－－－－－－－－－－－－－－－－－－－－－－－－－－ －－－－－－－－－－－－－－－－－－－－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新增銀行借貸  730,000 1,198,000 
償還銀行借貸  (690,000) (1,478,000) 
已付股息  (191,812) (185,455) 
已付利息  (24,379) (34,296) 

已向非控股股東支付股息  (41,000) — 
  －－－－－－－－－－－－－－－－－－－－－－－－－－－－－－－－－－－－－－－－－－－－－－－－－－－－－－－－－－－－－－－－－－－－－－－－－－－－－－－－ －－－－－－－－－－－－－－－－－－－－ 

  (217,191) (499,751) 
  －－－－－－－－－－－－－－－－－－－－－－－－－－－－－－－－－－－－－－－－－－－－－－－－－－－－－－－－－－－－－－－－－－－－－－－－－－－－－－－－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增加增加增加(減少減少減少減少)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108,028 (115,055)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14,222 521,441 
  －－－－－－－－－－－－－－－－－－－－－－－－－－－－－－－－－－－－－－－－－－－－－－－－－－－－－－－－－－－－－－－－－－－－－－－－－－－－－－－－ －－－－－－－－－－－－－－－－－－－－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22,250 406,3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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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銀行結餘及現金  522,250 406,3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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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

計準則第 34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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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適用披露規定而編撰。 

 
2.  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法編撰，惟以公平值計量的投資物業及金融工具則除

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撰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

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並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的

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新訂詮釋及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投資實體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第 27號（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國際會計準則第 36 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的更替及對沖會計的延續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21 號                     徵費 

 

於本中期期間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詮釋及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

呈報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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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董事作為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定期審閱按產品類別（以

子午輪胎鋼簾線、胎圈鋼絲及切割鋼絲為主）的收益分析。然而，除收益分析外，並無

經營業績或其他個別財務資料可用以評估各類產品的表現。董事審閱本集團整體經營業

績，以決定資源分配。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本集團營運屬單一

經營及可報告分部，因此並無編製獨立分部資料。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稅

項資產）位於中國。 

 
4.  其他虧損及開支其他虧損及開支其他虧損及開支其他虧損及開支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幣千元幣千元幣千元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呆賬撥備: 應收賬 666 3,391 
應收賬撇銷 800 800 
研發開支 21,149 18,174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28) 1,86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5,561 400 
收回呆賬 (6,336) (2,850) 
 －－－－－－－－－－－－－－－－－－－－－－－－－－－－－－－－ －－－－－－－ 
 21,612 21,781 
 ============= ============ 

 

5.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支支支支出出出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本期間 68,401 79,090 
遞延稅項 (536) (13,832) 
 －－－－－－－－－－－－－－－－－－－－－－－－－－－－－－－－ －－－－－－－ 
 67,865 65,258 
 ============= ============ 

 

 本期及過往期間的稅務開支乃指中國的所得稅，以集團實體於中國的應課稅收入按當時

的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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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五日，江蘇興達鋼簾線股份有限公司(「江蘇興達」）向相關監管機構

重續其於二零一一年屆滿的高新技術企業證書，並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接獲高新

技術企業證書。根據經重續之高新技術企業證書，高新技術企業的地位於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有效。因此，使用15％的稅率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即期及遞延稅項金

額。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有關附屬公司（江蘇興達特種金屬複合線有限公司除外）未分

配盈利的暫時差額而並無就此確認遞延稅項負債的總額為人民幣1,638,000,000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69,000,000元）。由於本集團可控制撥回暫時差額的時

間，且該等差額不大可能於可見未來撥回，故並無就該等差額確認負債。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內均無來自或源自香港的溢利，故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

香港利得稅撥備。 

 

6.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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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4,770 218,320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906 2,906 
 ============= ============= 

 
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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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

息 - 每股 16 港仙 
(二零一三年: 已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 每股 15 港仙) 
 

 
 
 

191,812 
============ 

 
 
 

185,455 
============ 

 
報告期內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董事建議不派付中期股息。 

 
 
 
 



 11

8.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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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01,998 
 

207,119 

 ============= ============= 
 千股千股千股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數目 1,524,777 1,524,777 
 ============= ============= 

截至二零一四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發行在外的潛在普通股。 
 
9.  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賬及其他應收款項及及及及應收票據應收票據應收票據應收票據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120天的信貸期。 

 

以下為呈報期結算日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收賬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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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賬   

0 至 90 天 1,559,777 1,619,676 
91 至 120天 209,019 125,143 
121至 180天 157,947 132,503 
181至 360天 112,099 64,409 
360天以上 4,595 1,328 

 －－－－－－－－－－－－－－－－－－－－－－－－－－－－－－－－ －－－－－－－－ 
 2,043,437 1,943,059 
 －－－－－－－－－－－－－－－－－－－－－－－－－－－－－－－－ －－－－－－－－ 
預付原材料供應商款項 4,116 2,566 
工字輪預付款項 21,322 16,320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扣除呆賬撥備 27,711 21,021 
 －－－－－－－－－－－－－－－－－－－－－－－－－－－－－－－－ －－－－－－－－ 
 53,149 39,907 
 －－－－－－－－－－－－－－－－－－－－－－－－－－－－－－－－ －－－－－－－－ 
 2,096,586 1,982,9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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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票據   
0 至 90 天 346,796 277,485 
91 至 180天 850,907 1,115,427 
181至 360天 1,136,633 1,127,077 
360天以上 134,974 47,762 

 －－－－－－－－－－－－－－－－－－－－－－－－－－－－－－－－ －－－－－－－－ 
 2,469,310 2,567,751 
 ============= ============= 

 
本集團按個別情況檢討高賬齡應收賬是否可收回。期內已於長期未償還應收賬中確認呆

賬撥備人民幣 666,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3,391,000
元）。 

 
10.  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賬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及應付票據及應付票據及應付票據 

 
 以下為於呈報期結算日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付賬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 

 
 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於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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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賬   

0 至 90 天 991,473 806,926 
91 至 180天 60,959 101,787 
181至 360天 21,437 35,123 
360天以上 1,437 3,748 

 －－－－－－－－－－－－－－－－－－－－－－－－－－－－－－－－ －－－－－－－－ 
 1,075,306 947,584 
 －－－－－－－－－－－－－－－－－－－－－－－－－－－－－－－－ －－－－－－－ 
   

應付增值稅及其他應付稅金 67,089 30,188 

應計員工成本及養老金 152,170 206,781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135,822 167,916 
應計利息開支 2,305 1,376 
應計電費 52,791 53,617 
其他 29,590 26,541 
 －－－－－－－－－－－－－－－－－－－－－－－－－－－－－－－－ －－－－－－－－ 
 439,767 486,419 
 －－－－－－－－－－－－－－－－－－－－－－－－－－－－－－－－ －－－－－－－－ 
 1,515,073 1,434,0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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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票據   
0 至 90 天 133,907 54,807 
91 至 180天 405,986 229,657 
181至 360天 333,551 155,916 
360天以上 77,779 56,513 

 －－－－－－－－－－－－－－－－－－－－－－－－－－－－－－－－ －－－－－－－－ 
 951,223 496,893 
 ============= ============= 
   
 
於呈報期結算日，本集團的已抵押銀行存款用作擔保若干應付票據。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興達」）欣然提呈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受惠於國內及海外市場對子午輪胎鋼簾線的需求增加，本集團的收益

上升4.0%至人民幣2,817,3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2,708,800,000元）。由於本集

團產品的平均售價下降，導致毛利率下降1.2個百分點至23.6%（二零一三年上半年：24.8%），

毛利則下跌1.0%至人民幣664,0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671,000,000元）。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下跌2.5%至人民幣202,0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207,100,000

元）。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13.25分，同比下跌2.5%。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隨著全球經濟的進一步復蘇，以及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中國汽車和物流行業維持快速增

長，國內子午輪胎的需求亦從過往幾年的低位出現反彈。然而，二零一四年第二季度起出現

了並未預期的價格競爭，對子午輪胎鋼簾線產品的利潤率造成了下行壓力，使興達的盈利無

可避免受到影響。 

 
二零一四年三月，興達與貴州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貴州輪胎」，深圳交易所股份編號：

000589.SZ）簽訂協議，認購由貴州輪胎發行之30,000,000股新A股（即非公開發售股份），最

終認購價為現金每股人民幣4.48元。是次認購貴州輪胎股份不僅鞏固了雙方的長久合作關

係，亦預期可進一步改善本集團的投資回報，並希望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於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貴州輪胎的投資已錄得未實現收益約人民幣19,500,000元，將會反映在期內其他

全面收入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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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中國汽車總產量及銷量分別較二零一

三年同期上升了9.60%和8.36%。由於中國建設施工項目持續旺盛及強勁的中國輪胎出口，刺

激輪胎產量上升。根據中國橡膠工業協會的資料顯示，期內中國輪胎產量同比增長10.09%，

上升至約2.51億條，當中子午輪胎約佔2.23億條，子午化率約88.84%。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受益於中國政府對城鎮化的支持政策，刺激子午輪胎鋼簾線需求增加，

帶動興達於期內的總銷售量上升10.9%至290,600噸。子午輪胎鋼簾線作為本集團的核心產

品，其銷售量上升10.6%至251,400噸；胎圈鋼絲銷售量則增長14.4%至37,300噸。子午輪胎鋼

簾線及胎圈鋼絲的銷售量分別佔本集團總銷售量的86.5%及12.8%（二零一三年上半年：86.8%

及12.4%）。而作為生產太陽能多晶硅片及太陽能電池的重要物料，切割鋼絲的銷售量下跌

9.5%至1,900噸，佔本集團總銷售量0.7%（二零一三年上半年：0.8%）。 

 
細分來看，貨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仍是集團的主要產品，其銷售量上升10.5%至166,300噸，

主要原因是中國持續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開發，帶動子午輪胎鋼簾線需求增加所致。同

時，受益於轎車在中國的持續增長以及興達的海外直接銷售，客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銷售量

上升10.7%至85,100噸。貨車用及客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分別佔本集團子午輪胎鋼簾線產品

總銷售量的66.1%及33.9%（二零一三年上半年：66.2%及33.8%）。 

 
銷售數量銷售數量銷售數量銷售數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噸噸噸噸 噸  
    
子午輪胎鋼簾線 251,400 227,400 +10.6% 
- 貨車用 166,300 150,500 +10.5% 
- 客車用 85,100 76,900 +10.7% 
胎圈鋼絲 37,300 32,600 +14.4% 

切割鋼絲 1,900 2,100 -9.5% 

 －－－－－－－－ －－－－－－－－  

總計 290,600 262,100 +1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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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興達成功抓住了中國政府微刺激措施以及中國汽車銷售量及保有量持續增長所

帶來的機遇。本集團子午輪胎鋼簾線的國內銷售量上升11.3%至205,000噸（二零一三年上半

年：184,200噸），佔本集團此類產品總銷售量的81.5%（二零一三年上半年：81.0%）。興達

的海外業務從銷售額及地域擴張而言亦已進入穩定階段。本集團出口銷售量提升7.4%至

46,400噸（二零一三年上半年：43,200噸），佔本集團子午輪胎鋼簾線總銷售量的18.5%（二

零一三年上半年: 19.0%）。 

 
由於子午輪胎鋼簾線的需求有所增長，興達繼續增加該產品產能。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興達江蘇廠房的年產能由520,000噸提升至550,000噸。然而，基於近期的市況變動，管

理層決定再次推遲其新山東廠房（第一期年產能50,000噸）的試生產工作至明年。於二零一

五年，在山東廠房投產時，本集團的子午輪胎鋼簾線的綜合年產能將提升至600,000噸。胎圈

鋼絲及切割鋼絲的年產能分別維持在100,000噸及12,000噸。 

 
隨著謹慎擴張江蘇廠房的生產設施，本集團的整體利用率維持在89.4%的高水平（二零一三

年上半年：84.1%）。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提供了多元化的產品，包括 218 種子午輪胎鋼簾線、68

種胎圈鋼絲及 13 種切割鋼絲。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本集團收益以產品劃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比重比重比重比重  二零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  比重  變動 

    (%)    (%)  (%) 

子午輪胎鋼簾線  2,577.9  92  2,474.9  91  +4.2 

－貨車用  1,747.2  62  1,682.0  62  +3.9 

－客車用  830.7  30  792.9  29  +4.8 

胎圈鋼絲  201.8  7  189.4  7  +6.5 

切割鋼絲  37.6  1  44.5  2  -15.5 

總計  2,817.3  100  2,708.8  1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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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總收益上升4.0%至人民幣2,817,3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2,708,800,000

元），主要由於替換市場的增長及客車用汽車銷售的增加所致。國內及海外市場分別約佔本

集團總銷售收益的80.9%及19.1%（二零一三年上半年：80.5%及19.5%）。 

 
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下跌1.0%至人民幣664,0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671,000,000元)。

毛利率下跌1.2個百分點至23.6%（二零一三年上半年：24.8%），主要由於激烈的市場競爭及

戰略性下調產品的平均銷售價格所致。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減少24.4%至人民幣19,5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25,800,000元），主

要是由於廢料銷售收入下跌。 

 
政府津貼政府津貼政府津貼政府津貼 

 

期內的政府津貼上升27.6%至人民幣14,8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11,600,000

元），有賴地方政府的經常性補貼增加。 

 
銷售及分銷開支銷售及分銷開支銷售及分銷開支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上升0.7%至人民幣168,4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167,200,000

元）。增加主要由於銷售量增加所導致的運輸成本增長。  

 
行政開支及行政開支及行政開支及行政開支及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虧損虧損虧損虧損、、、、開支開支開支開支淨额淨额淨额淨额 

 
行政開支輕微上升3.5%至人民幣133,8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129,300,000元），

主要由於辦公樓物業及設施的折舊支出增加。其他虧損及開支淨額維持在人民幣21,600,000

元的水平（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21,800,000元），主要由於貿易應收賬款確認的減值

損失及匯兌虧損下降完全抵銷了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擴大及研發開支增加。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下跌27.2%至人民幣24,4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33,500,000元），主

要是因為平均銀行借貸及加權平均利率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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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本集團的所得稅支出增加 4.0%至人民幣 67,900,000元，有效稅率為 19.4%（二零一三年上半

年：人民幣 65,300,000元及 18.2%）。有效稅率增加主要由於撥回呆賬撥備可扣除暫時差額

相關之遞延稅項支出增加所致。 

 
純利純利純利純利 

 

基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減少3.7%至人民幣

282,3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293,000,000元）。 

 
流動資金流動資金流動資金流動資金、、、、資本來源資本來源資本來源資本來源及資本結構及資本結構及資本結構及資本結構 

 

期內，本集團的融資及財務政策並無重大改變。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主要來自經營活動所得

之現金流量，而現金主要用於擴充產能、支付股息、購買證券投資和償還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包括銀行存款）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人民幣414,200,000元，增加人民幣108,100,000元至人民幣522,300,000元。增長主

要由於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人民幣688,400,000元高於投資活動所錄得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

363,100,000元和融資活動所錄得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217,200,000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人民幣為單位的銀行借貸為人民幣880,000,000元，較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1,016,100,000元減少人民幣136,100,000元或13.4%。銀行

借貸須於一年內償還，利率訂於市場水平的5.32%至6.00%（二零一三年上半年：5.32%至

6.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上升6.3%至人民幣5,711,100,000元（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373,200,000元），流動負債增加12.1%至人民幣3,406,900,000

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039,200,000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

除以流動負債）下跌至1.68倍（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7倍）。流動比率的下跌主

要是由於應付票據增加。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總貸款除以資

產總值計算）為8.6%（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4%）。資產負債比率的減少主要由

於存貨增加及須於一年內償還的銀行借貸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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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銷售及採購均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歐元為結算單位。由於部份所得美元及歐元的

銷售收益已被用於購買相同貨幣之進口原材料，因此人民幣匯率變化並未對本集團二零一四

年上半年的營運業績構成重大負面影響。 

 
除了若干銀行存款及應收賬款以港元、美元及歐元結算外，本集團絕大部份資產及負債均以

人民幣列賬，因此本集團並無面臨重大外匯風險。匯率之波動並無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資金流

通性造成重大負面影響。因此，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運用任何財務衍生工具對沖外匯風

險。本集團將審慎監察人民幣匯價變動對本集團營運的影響，並於適當時考慮采取相關的外

匯對沖方案。 

 
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為人民幣

223,1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94,400,000元）。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置已訂約但未有在財務報表中撥備的物業、廠房及設

備的資本承擔為約人民幣379,5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8,500,000

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就已授權但未定

約購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作出資本承擔。 

 
或或或或然然然然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皆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應付票據向銀行作出人民幣67,500,000元的銀行存款抵

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4,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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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興達間接擁有之附屬公司江蘇興達鋼簾線股份有限公司與貴州

輪胎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協議，以根據非公開發售認購將由貴州輪胎發行之30,000,000股新A

股，認購價為現金每股人民幣4.48元。認購款項人民幣134,400,000元已以本集團之內部資源

支付。認購股份則佔貴州輪胎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約3.8%。 

 

重大收購及出售重大收購及出售重大收購及出售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收購及

出售。 

 
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用約6,700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6,800名）。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

261,8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約人民幣231,500,000元）。僱員薪酬乃按照員工表現、

資歷及能力而釐定。花紅之計算則按照個人對本集團財務表現的努力及貢獻而評估。此外，

本集團持續為員工提供培訓，以提升對技術及產品的認識以及對行業品質標準的瞭解。. 

 
除支付薪酬及花紅之外，本集團也透過江蘇興達工會（「興達工會」）向僱員提供多種福利。

每年，江蘇興達將員工全年薪金的2%（「工會費」）貢獻給興達工會以支持其運作。興達

工會的工會費及從其他途徑獲得的資金用作為本集團僱員提供各種福利及服務，包括提供員

工宿舍，並可供本集團僱員購買。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江蘇興達向興達

工會貢獻的會費為人民幣4,000,000元（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人民幣4,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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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國務院於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四日頒布的社會保險費徵繳暫行條例，本集團須為各僱

員就養老基金及保險作出供款。本集團於中國的全職僱員由國家管理的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保

障，自退休日期起每月可獲退休金。中國政府負責向退休僱員支付退休金，而本集團則按興

化市規定的比率每年向退休計劃供款，當到期供款時列為經營開支入賬。根據該計劃，並無

任何已沒收供款可供減少現時的供款水平。除養老基金之外，本集團亦有為不同階層的員工

提供醫療保險、個人意外及失業保險。 

 
於二零零九年，董事會采納股份獎勵計劃，以保留優秀僱員，並透過擁有股份使員工的利益

與本公司股東的利益直接挂鈎，鼓勵他們達致業績目標。股份將由受託人以本公司的出資在

市場購買，並為獲選員工持有，直至該等股份歸屬於他們。 

 
於二零一零年，受託人於公開市場購買5,000,000股（「第一批股份」）。於二零一一年，受

託人於公開市場購買另外5,000,000股（「第二批股份」）。於二零一三年，受託人於公開市

場購買10,481,000股，其中5,000,000股被列為第二批股份，其餘5,481,000股獲列為第三批股

份（「第三批股份」）。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受託人於公開市場進一步購買了2,175,000股，

並列為第三批股份。根據董事會批准，受託人將進一步於公開巿場購買2,344,000股，以將第

三批股份補足至10,000,000股。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認購的股份的總代價及因購買股份

所引致的其他直接可歸屬成本合共約人民幣5,400,000元，並已確認為本公司儲備。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全部第一批股份及第二批股份其中的三分之二已歸屬於獲選之僱

員。第二批股份餘下的三分之一及全部第三批股份將於二零一五年起四年內歸屬於獲選之僱

員。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短期而言，興達對二零一四年下半年的前景保持審慎的態度。本集團積極裝備自己，以最佳

狀態迎接巿場需求的温和增長，同時面對子午輪胎鋼簾線行業價格競爭加劇的環境。長遠而

言，興達相信子午輪胎鋼簾線行業的市場整合將會加快，而作為全球子午輪胎鋼簾線的領先

生產商，興達將受惠於此結構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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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上半年，興達集中擴充江蘇廠房的產能，以應付預期的短期輪胎需求增加。而山

東廠房則預計於二零一五年開始投產以滿足巿場中長期的殷切需求。如加上山東廠房明年投

產後的50,000噸年產能，本集團明年的合併年產能將達到600,000噸。 

 
海外市場方面，憑藉其良好的商譽和先進技術，興達將繼續不斷開拓國際客戶的合作機會。

此外，興達有信心能夠獲得更多貨車用子午輪胎鋼簾線的海外訂單，為本集團於未來創造更

大的盈利貢獻。 

 
興達致力加強其獨特的競爭優勢，並通過不斷提升其產品質量而領先市場。本集團將繼續擴

大其產能以滿足市場擴張的需求，同時繼續加大研發力度及優化產品組合來進一步鞏固其國

內及海外市場的領先地位。 

 

中期中期中期中期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不派發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為維護股東權益，本公司承諾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包括提高透明度、問責度及獨立性的

水準。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採用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的企業管治

守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惟以下除外:-  

 
守則條文第 A.2.1 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職責應分開且不得由同一人擔任。董事會主席劉錦

蘭先生全面領導董事會並帶頭確保董事會以本公司最佳利益行事。本公司並無行政總裁一

職，而本集團的日常營運由執行董事之間分配。除主席的職責由其餘執行董事分擔外，本公

司已成立行政委員會，負責釐定、批准及監察本集團資源分配的日常管理，亦分擔劉錦蘭先

生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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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 A.4.1 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年期獲委任及重選連任。本公司並無訂立特定

年期委任非執行董事。因為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非執行董事鄔小蕙女士須最少

每三年輪值退任並於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連任。  

 
守則條文第 A.6.7 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大會。非執行董事鄔小蕙

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顧福身先生、William John Sharp先生及許春華女士，由於須參加其他

會議或處理其他公務及承諾，故此未能出席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

年大會。然而，於會議後鄔女士、顧先生、Sharp先生及許女士要求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分別

向他們每人匯報有關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所表達的意見。就此，董事會認為已確保非執行

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對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 

 
為了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本公司已經設立了審計委員會、薪酬及管理發展委員會

及提名委員會，董事會已按守則條文執行企業管治責任。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用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詳盡查詢後，本公司已取得全體

董事的確認書，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

準。 

 

有關可能持有內部消息的集團僱員之證券交易，本公司亦按不遜於標準守則的條款進行。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出售或出售或出售或贖贖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除了在此公佈所述有關按照公司的股票奬勵計劃而購買公司的股份之外，在截至二零一四年

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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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的審閱中期業績的審閱中期業績的審閱中期業績的審閱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連同外聘核數師及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原則及實務準則並

討論財務報告事項，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

績。 

 

 
 承董事會命 

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錦蘭劉錦蘭劉錦蘭劉錦蘭 

 
中國上海，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劉錦蘭先生、劉祥先生、陶進祥先生及張宇曉先生；本

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鄔小蕙女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William John 

SHARP 先生及許春華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