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rim Report 2010Interim Report 2010   Stock code : 8249

(a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2010 : 8249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 份 代 號

僅 供 識 別

中期業績報告中期業績報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
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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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鑑於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在聯交所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較大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
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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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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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
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
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
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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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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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000

元及人民幣2,578,000元，分別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約71.4%及83.5%（二零零九年：
分別為人民幣5,742,000元及人民幣15,645,000元）。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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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3,000元及人民幣18,289,000元，相對較二零零九年同期虧損上升約
20.5%及39.2%（二零零九年：分別為人民幣7,581,000元及人民幣13,134,000元）。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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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分及人民幣3.66分（二零零九年：每股虧損人民幣1.52分及每股虧損人民幣2.6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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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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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 5,742 2,578 15,645

銷售成本 (3,207) (6,982) (5,072) (16,030)

毛虧 (1,562) (1,240) (2,494) (385)

其他收入 3,143 2,806 6,875 3,123

銷售及分銷成本 (369) (144) (491) (250)

行政費用 (8,775) (6,348) (18,662) (10,535)

經營虧損 (7,563) (4,926) (14,772) (8,047)

融資成本 (1,583) (2,793) (3,539) (5,347)

除稅前虧損 (9,146) (7,719) (18,311) (13,394)

所得稅開支 (4) — — — —

期間虧損 (9,146) (7,719) (18,311) (13,394)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133) (7,581) (18,289) (13,134)

少數股東權益 (13) (138) (22) (260)

(9,146) (7,719) (18,311) (13,394)

每股虧損（分）— 基本 (6) (1.83分) (1.52分) (3.66分) (2.6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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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9,100 244,857
預付租賃款 11,712 11,714
投資物業 1,299 1,325

252,111 257,896

流動資產
存貨 11,052 2,674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8) 1,955 1,80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7,093 8,068
已付預付款 15,995 4,973
預付租賃款 242 242
應收董事款項 3,082 3,082
已抵押銀行存款 — 10,27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17 1,865

40,936 32,97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9) 49,595 47,04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75,950 59,034
預收款項 16,043 8,071
應付一名法人股東款項 205,489 188,989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的少數股東款項 1,591 1,591
應付董事款項 7,80 0 7,80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2,016 12,016
應付股息 4,440 4,440
索償撥備 34,210 36,899
短期銀行貸款 114,689 129,199
遞延收入 — 6,000

521,823 501,085

流動負債淨額 (480,887) (468,11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8,776) (210,21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0,000 50,000

儲備 (278,764) (260,22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228,764) (210,225)

少數股東權益 (12) 10

(228,776) (2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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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盈餘 

公積金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少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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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50,000 40,449 24,998 3,515 (259,145) (140,183) 614 (139,569)

匯兌差額 — — — 2,363 — 2,363 — 2,363

期間虧損 — — — — (13,134) (13,134) (260) (13,394)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50,000 40,449 24,998 5,878 (272,279) (150,954) 354 (150,600)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 50,000 40,449 24,998 3,998 (329,670) (210,225) 10 (210,215)

匯兌差額 — — — (250) — (250) — (250)

期間虧損 — — — — (18,289) (18,289) (22) (18,311)

50,000 40,449 24,998 3,748 (347,959) (228,764) (12) (22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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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的現金流入淨額 3,186 47,268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4,515 (3,777)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18,049) (4,45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 (348) 39,04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865 13,253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17 52,29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17 5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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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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香港財務公布準則（「香港財務公布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合
稱「香港財務公布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公布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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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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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
表所採納者一致。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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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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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 2,969 1,371 5,712

製造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及
裝嵌流動電話 599 2,773 1,207 9,933

1,645 5,742 2,578 15,645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 153 233 170
其他 3,141 2,653 6,642 2,953

3,143 2,806 6,875 3,123

總收入 4,788 8,548 9,453 18,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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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消費電器及電子用品的控
制器系統

製造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
及裝嵌流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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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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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1 5,712 1,207 9,933 2,578 15,645

分類業績 (1,321) (843) (1,173) 458 (2,494) (385)

未分配收入 6,875 3,123

未分配成本 (19,153) (10,785)

經營虧損 (14,772) (8,047)

融資成本 (3,539) (5,347)

除稅前虧損 (18,311) (13,394)

稅項 — —

除稅後虧損 (18,311) (13,394)

少數股東權益 22 260

股東應佔虧損 (18,289) (13,134)

未分配折舊 9,493 4,190

分類資產 5,737 15,393 286,903 334,099 292,640 349,492

未分配資產 407 30,912

資產總值 293,047 380,404

分類負債 5,384 3,008 468,300 382,423 473,684 385,431

未分配負債 48,139 145,573

負債總額 521,823 53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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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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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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稅項支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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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無）。

(b)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本集團須按所得稅率25%就其應課稅溢利繳納稅項（二
零零九年：25%）。

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照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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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3,000元及人民幣18,289,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7,581,000元及人民幣13,134,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500,000,000股（二
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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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九年：無）。

7.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已將該等物業的折舊開支計入行政開
支約人民幣4,453,000元（二零零九年：無）。誠如下文附註13所載，該等物業包括
位於中國浙江省寧波餘姚市的宿舍、廠房、辦公樓及職工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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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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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300 135

91日至180日 214 182

181日至365日 515 677

超過365日 926 806

1,955 1,800

授予客戶的一般賒賬期為期60日至90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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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658 880

91日至180日 1,182 774

181日至365日 2,187 1,129

超過365日 45,568 44,263

49,595 4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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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擔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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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1.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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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就若干賬面淨值合共人民幣188,328,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185,959,000元）的樓宇作法定抵押。

(b) 本集團就若干賬面淨值合共人民幣11,712,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11,714,000元）的中期租賃土地的預付租賃款作法定抵押。

(c) 本集團並無就本集團所獲的短期銀行信貸作出擔保（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10,270,000元）。

12.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與銀行訂立擔保合約，以為授予第三方的
銀行信貸提供擔保（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000,000元）。

13. 結算日後事項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五月六日的公布，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訂立買
賣協議，內容有關出售該等物業，代價總額為人民幣153,605,000元。該等物業
包括位於中國浙江省寧波餘姚市的宿舍、廠房、辦公樓及職工食堂。買賣協議已
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公佈所述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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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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遷往新廠房生產，並相信此舉能改善本集團日後的財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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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2,578,000元，減幅
約83.5%（二零零九年：人民幣15,645,000元），股東應佔虧損約人民幣18,289,000元，
增幅約39.2%（二零零九年：人民幣13,134,000元）。營業額減少之主要原因包括結構重
組、銷售信貸收緊及競爭激烈導致營業額下跌。

毛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整體毛虧約人民幣2,494,000元，較
去年同期上升約人民幣2,109,000元（二零零九年：毛虧人民幣385,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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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480,887,000元（二零零
九年：人民幣396,976,000元）。

流動資產約人民幣40,936,000元，當中約人民幣1,517,000元為現金及銀行存款（二零
零九年：分別為人民幣134,028,000元及人民幣52,293,000元）。另一方面，本集團之流
動負債為人民幣521,823,000元，主要為應付貿易賬款、預收款項、應付一名法人股東
款項及短期銀行貸款（二零零九年：人民幣531,004,000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為39.1%（二零零九年：30.3%），以銀
行借貸總額除資產總值的百分比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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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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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誠如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3所述，出售該等物業（當中
包括位於中國浙江省寧波餘姚市的宿舍、廠房、辦公樓及職工食堂）除外）。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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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酬金成本總額約人民幣3,986,000元（二零零九年：約
人民幣3,935,000元），共僱用271名僱員（二零零九年︰ 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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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購買股份的權利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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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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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及淡倉披露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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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股份的好倉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
╱監事姓名

所持每股面值 
人民幣0.10元的內資股 
（「內資股」）數目 權益性質

佔同類別證
券概約持股

百分比

佔註冊資本 
概約持股 
百分比

宮正軍先生 91,650,000股 
內資股（附註2）

實益擁有人 24.77% 18.33%

陳正土先生 63,100,000股 
內資股（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7.05% 12.62%

楊立先生 41,500,000股內資股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1.22% 8.30%

鄭毅松先生 129,500,000股 
內資股（附註2）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附註1）

35.00% 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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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直接權益，而中國瑞聯為129,500,000股本公司股份的登記股東。

深圳瑞聯及中國瑞聯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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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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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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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附
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持有本公司或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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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的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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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本公司獲知會以下主要股東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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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的權益內。

股東姓名╱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權益性質

佔同類別證
券概約持股

百分比

佔註冊資本 
概約持股 
百分比

中國瑞聯 129,500,000股內資股 
（上文附註1及2）

實益擁有人 35.00% 25.90%

深圳瑞聯 129,500,000股內資股
（上文附註1及2）

受控制公司權益 35.00% 25.90%

王亞群 37,850,000股內資股
（上文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0.23% 7.57%

Martin Currie China 
Hedge Fund Limited

14,245,000股H股 
（附註1）

投資經理 10.96% 2.85%

Martin Curri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14,245,000股H股 
（附註1）

投資經理 10.96%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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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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人士（並
非董事、行政總裁或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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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
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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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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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尚未成立薪酬委員會外，本公司一直遵守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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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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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龐軍先生（委員會主席）、羅漢興先生及方敏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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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寧波屹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劉曉春

中國寧波，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中期業績報告 16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劉曉春先生 

宮正軍先生 

陳正土先生

非執行董事 
鄭毅松先生 

劉豐先生 

王偉時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龐軍先生 

羅漢興先生 

方敏博士

本報告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載於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報告」一頁內及本
公司網頁http://www.yidongelec.com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