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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8249)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第二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
司毋須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
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
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
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
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
流通量的市場。

創業板發布資料的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站刊登。上市公
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布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他
們需閱覽創業板網站，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
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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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提供有關
寧波屹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
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彼等所深知及確
信確認：(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本公
佈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公佈內所表達
的一切意見均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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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營業額約人民幣
29,929,000元及人民幣49,838,000元，分別較二零零七年同期減少約68%及81%（二
零零七年：分別為人民幣93,917,000元及人民幣261,944,000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
佔虧損約人民幣14,866,000元及人民幣27,071,000元，相對較二零零七年同期盈
利倒退約252%及843%（二零零七年：分別為盈利人民幣9,760,000元及盈利人民
幣3,646,000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每股虧損分別約人民
幣2.97分及人民幣5.41分（二零零七年：每股盈利1.95分及每股盈利0.7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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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及(3) 29,929 93,917 49,838 261,944
銷售成本 (24,280) (70,958) (46,613) (226,599)

毛利 5,649 22,959 3,225 35,345

其他（虧損）╱收入 (353) 2,521 1,805 1,561
銷售及分銷成本 (283) (1,313) (673) (2,626)
行政費用 (13,599) (10,225) (22,487) (21,265)

經營（虧損）╱溢利 (8,586) 13,942 (18,130) 13,015

融資成本 (6,378) (4,361) (9,163) (9,067)

除稅前（虧損）╱溢利 (14,964) 9,581 (27,293) 3,948

所得稅開支 (4) – (131) – (280)

期間溢利 (14,964) 9,450 (27,293) 3,668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4,866) 9,760 (27,071) 3,646
 少數股東權益 (98) (310) (222) 22
 

(14,964) 9,450 (27,293) 3,668

每股（虧損）╱盈利（分） (6) (2.97) 1.95 (5.41)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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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9,747 264,949

 預付租賃款  28,233 36,341

 在建工程按金  744 744

318,724 302,034

流動資產
 存貨  41,868 55,899

 應收貸款  – 1,00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7) 11,776 9,62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6,907 17,970

 預付租賃款  941 941

 應收一名股東款項  – 7,798

 應收少數股東款項  – 721

 應收董事款項  – 60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34,292

 持作買賣之投資  446 475

 已抵押銀行存款  46,708 96,17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7,914 106,105

156,560 33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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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8) 48,346 70,50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43,576 160,649
預收款項 13,310 11,442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 107,291
應付少數股東款項 280 1,871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9,045 9,50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33 18,169
應付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 19,311
應付股息 4,440 4,440
應付所得稅 – 769
短期銀行貸款 175,104 225,840
遞延收入 657 657

494,991 630,446
  

流動負債淨額  (338,431) (298,85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707) 3,182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6,828) (4,553)

(26,535) (1,37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0,000 50,000
儲備  (78,556) (53,61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28,556) (3,614)

少數股東權益  2,021 2,243
 

(26,535)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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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法定盈餘    少數股東
 股本 資本儲備 公積金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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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50,000  40,449  24,772 1,915 67,004  184,140 3,400 187,540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898) (898)

期間溢利 － － － 2,282 3,646  5,928 22 5,950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50,000  40,449  24,772 4,197 70,650  190,068 2,524 192,592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50,000 40,449 24,998 4,637 (123,698) (3,614) 2,243 (1,371)

匯兌差額 – – – 2,130 – 2,130 – 2,130

期間虧損 – – – – (27,072) (27,072) (222) (27,29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0,000 40,449 24,998 6,767 (150,770) (28,556) 2,021 (2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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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的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25,163) 5,052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16,688) (4,379)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95,832) 59,62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 (137,683) 60,29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2,751 223,442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5,068 283,73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65,068 28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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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香港財
務公佈準則（「香港財務公佈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合稱「香港財務公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公佈準則」、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以及聯交
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報表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
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審閱。

2.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可用於多種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的智能控制器系
統以及裝嵌流動電話的業務。營業額於扣除增值稅後列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銷售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的控制器系統 7,651 － 11,659 17,977

製造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及裝嵌流動電話 22,278 93,917 38,179 243,967

29,929 93,917 49,838 261,944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155,236 57 975,201 112

銷售廢料 (938,518) 2,463 341,096 1,501

其他 430,918 1 489,230 (52)

(352,364) 2,521 1,805,477 1,561

總收入 (322,435) 96,438 1,855,315 26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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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製造流動電話
消費電器及電子 控制器系統及
用品的控制器系統 裝嵌流動電話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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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11,659 17,977 38,179 243,967 49,838 261,944

分類業績 1,600 356 1,625 34,989 3,225 35,345

未分配收入 1,805 1,561

未分配成本 (23,160) (23,890)

經營溢利 (18,130) 13,016 

融資成本 (9,163) (9,067)

除稅前溢利 (27,293) 3,949

稅項 – (280)

除稅後溢利 (27,293) 3,669

少數股東權益 222 (22)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27,071) 3,647

資本支出 636 – – 2,308 636 2,308

未分配資本支出 16,052 –

16,688 2,308

折舊 1,487 655 1,501 2,201 2,988 2,856

未分配折舊 – 2,326

2,988 5,182

分類資產 29,574 58,759 289,242 574,686 318,816 633,445

未分配資產 156,467 310,879

資產總值 475,283 944,324

分類負債 1,991 2,982 279,939 419,353 281,930 422,335

未分配負債 219,888 329,397

負債總額 501,818 75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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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計入綜合損益賬的稅項款額指︰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
－中國所得稅 – 131 – 280

稅項支出 – 131 – 280

(a)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估計香港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二零
零七年：無）。

(b)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本集團須按所得稅率33%就其應課稅溢利繳納稅項。

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股東應佔虧
損約人民幣14,866,000元及人民幣27,071,000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9,760,000元及人民幣
3,646,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500,000,000股（二零零七年：500,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期內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二零零七年：
無）。

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11,378 46,862

91日至180日 279 3,171

181日至365日 – 12,628

超過365日 119 39,834

11,776 102,495

授予客戶的一般賒賬期為期60日至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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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21,051 166,570

91日至180日 14,173 7,813

181日至365日 12,467 3,431

超過365日 655 117,936

48,346 295,750

9. 承擔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 －
－已授權但未訂約 – －

– －

10.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下列若干資產抵押，作為本集團所獲信貸的擔保：

(a) 本集團若干中期租賃土地及樓宇賬面淨值合共人民幣21,295,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34,920,000元）的法定押記。

(b) 本集團若干賬面淨值合共人民幣203,958,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7,362,000元）的樓宇之法定押記。

(c) 本集團若干銀行存款人民幣446,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1,511,000

元）的抵押。

(d) 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人民幣46,708,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94,000

元）的抵押。

11.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為獨立第三方向銀行提供擔保，從而令該名人仕獲
取銀行信貸（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6,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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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可用於流動電話、電視機及各種消費電器及
電子用品的智能控制器系統及裝嵌流動電話。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開始在製造及銷售流動電話的新策略，惟銷售額仍處於低水
平。如果前景良好且可穩定地繼續發展，即會注入所須資金。

前景

本集團計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遷往新廠房生產，並相信此舉令近期之財政狀況
得以扭轉。

本集團正等待有利可圖機會之出現，以便即時擴大現時之業務規模，並籌劃運用
我們之生產優勢，以配合及適應最新實際市場情況及環境，同時積極在將來相近
情況下，吸取二零零七年龐大損失之教訓，儘早佈署安排避免損失。

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49,838,000

元，減幅約81%（二零零七年：人民幣261,944,000元），股東應佔虧損約人民幣
27,071,000元，減幅約843%（二零零七年：人民幣3,646,000元）。營業額減少之主
要原因包括結構重組、銷售信貸收緊、美元貶值影響貨物出口，以及由為客戶採
購物料之成品生產，轉型至加工裝嵌生產模式所引致。

毛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整體毛利約人民幣3,225,000元，
較去年同期減少約90%（二零零七年：人民幣35,345,000元）。邊際毛利率由13.5%

降至6.5%。邊際毛利率下降主要歸因於本集團本年度之流動電話銷售額偏低。生
產成本已於合理水平，令虧損受到控制至與第一季度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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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26,535,000元（二零
零七年：人民幣96,867,000元），較去年同期改善。往後期間的銷售額增長及業務
擴充，應可使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重返正常情況及水平。

流動資產約人民幣156,560,000元，當中約人民幣64,622,000元為現金及銀行存款
（二零零七年：分別為人民幣649,656,000元及人民幣283,736,000元），反映流動資
產及現金資源減少。另一方面，本集團之流動負債及非流動負債分別為人民幣
494,991,000元及人民幣6,828,000元，主要為應付貿易賬款、預收款項及短期銀行
貸款（二零零七年：分別為人民幣746,523,000元及人民幣5,209,000元），負債減少
乃因業務規模減少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為36.8%（二零零七年：33.6%），
以銀行借貸總額除資產總值的百分比列示。期內，本集團之銀行借貸風險增加。

其他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期內亦無
作出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及支出主要以人民幣結算，
部分採購需以美元支付。本集團以美元結算銷售，藉以調節及平衡外匯結餘金額，
從而減低匯兌風險。由於現有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為償還貨幣，因此並不存在外
匯結算的重大風險。本集團將不時檢討及監察外匯兌換風險，於適當時會訂立遠
期掉期合約，以對沖有關風險。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酬金成本總額約人民幣4,076,000元（二零零七年：
約人民幣9,040,000元），共僱用450名僱員（二零零七年︰871名僱員）。酬金是經參
考市場條款及個別僱員的表現、資格及經驗釐定。僱員可根據個別表現獲發放酌
情花紅，以表揚及嘉獎其貢獻。其他福利包括退休計劃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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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購買股份的權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行政人
員」）（如有）或監事（「監事」），或其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女，概無獲授予任何權
利購買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下文）的股份，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權益及淡倉披露

據董事所知悉，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於本公
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已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證券上巿規則（「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46條所述上市公司董事進行交易的最低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
益及淡倉如下：

股份之好倉

 所持每股
董事╱ 面值人民幣  佔同類別證券 佔註冊資本
主要行政人員╱ 0.10元的內資股  概約持股 概約持股
監事姓名 （「內資股」）數目 權益性質 百分比 百分比

鄭毅松先生 129,500,000股內資股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35% 25.90%

（附註2） （附註1）

宮正軍先生 91,650,000股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24.77% 18.33%

（附註2）

陳正土先生 63,100,000股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17.05% 12.62%

（附註2）

楊立先生 41,500,000股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11.22% 8.30%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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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鄭毅松先生並非本公司登記股東。彼於本公司129,500,000股內資股的間接股權是透過深圳
瑞聯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深圳瑞聯」）持有。深圳瑞聯擁有中國瑞聯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中
國瑞聯」）90.0%直接權益，而中國瑞聯為本公司的登記股東。

 深圳瑞聯及中國瑞聯均於中國成立及以中國為基地。鄭毅松先生直接持有深圳瑞聯32%權益。

(2) 本公司註冊資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內資股乃以人民幣認購或入賬列作繳足。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時間，概無董
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十八歲的子女）於本公司或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股份擁有任何權益，或已獲授或已行使可認購
該等股份的任何權利。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任何時間，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可持有本公司或其
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股份之好倉

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的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獲知會以下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
這些權益並無計入上文所披露有關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的權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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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同類別證券 佔註冊資本
   概約持股 概約持股
股東姓名╱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權益性質 百分比 百分比

中國瑞聯 129,500,000股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35.0% 25.9%

  （上文附註1及2）

深圳瑞聯 129,500,000股內資股 受控制公司權益 35.0% 25.9%

  （上文附註1及2）

王亞群 37,850,000股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10.23% 7.57%

  （上文附註2）

Martin Currie China 14,245,000股H股 投資經理 10.96% 2.85%

 Hedge Fund Limited （附註1）

Martin Currie Investment  14,245,000股H股 投資經理 10.96% 2.85%

 Management Limited （附註1）

Martin Currie  12,680,000股H股 實益擁有人 9.75% 2.53%

 (Holdings) Ltd. （附註1）

UBS AG 12,850,000股H股 於股份擁有抵押 9.88% 2.57%

（附註1）  權益的人士

Dai Huan 8,200,000股H股 實益擁有人 6.31% 1.64%

 （附註1）

附註：

(1) 「H股」為本公司註冊資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的海外上市外資股，於創業板上市，並以
港元認購及買賣。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人士（並非董事、
主要行政人員或監事）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及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存置之登記冊內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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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競爭權益

董事、監事及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
概無於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競爭的任何業務中擁有權益，亦無任何其他利益
衝突。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仍未成立薪酬委員會外，本公司一直遵
守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起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建議
的指引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及5.29條所載規定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
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丁剛毅先生（委員會主席）、唐振明
先生及谷建聖先生。

谷先生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起，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
因此，本公司於谷先生辭任後，及覓得接任人選前，並未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05條，關於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規定，以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關於審
核委員會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
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份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財務報告。

承董事會命
寧波屹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豐

中國寧波，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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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劉豐先生
宮正軍先生
陳正土先生

非執行董事
鄭毅松先生
王偉時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唐振明先生
丁剛毅先生
谷建聖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辭任）

本公佈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載於創業板網站「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