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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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
它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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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包括之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
供有關寧波屹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料，寧波屹東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各董事（「董事」）
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
知及確信：(i)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ii)本報告
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文件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iii)本報告所表達的一
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並建基於公平和合理的基準及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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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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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6,000

元及人民幣3,499,000元，分別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約41.4%及35.7%（二零一零年：
分別為人民幣1,645,000元及人民幣2,578,000元）。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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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6,000元及人民幣12,722,000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虧損收窄約人民
幣2,897,000元及人民幣5,567,000元（二零一零年：分別為人民幣9,133,000元及人
民幣18,289,000元）。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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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分及人民幣2.54分（二零一零年：未經審核每股虧損人民幣1.83分及每股虧損人民幣
3.6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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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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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 1,645 3,499 2,578

銷售成本 (2,269) (3,207) (3,384) (5,072)

毛虧 57 (1,562) 115 (2,494)

其他收入 6,298 3,143 8,424 6,875

銷售及分銷成本 (586) (369) (748) (491)

行政費用 (6,934) (8,775) (14,757) (18,662)

經營虧損 (1,165) (7,563) (6,966) (14,772)

融資成本 (5,076) (1,583) (5,762) (3,539)

除稅前虧損 (6,241) (9,146) (12,728) (18,311)

所得稅開支 (4) — — — —

期間虧損 (6,241) (9,146) (12,728) (18,311)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236) (9,133) (12,722) (18,289)

少數股東權益 (5) (13) (6) (22)

(6,241) (9,146) (12,728) (18,311)

每股虧損（分）— 基本 (6) (1.25分) (1.83分) (2.54分) (3.6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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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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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4 9,959
預付租賃款 4,841 5,083
投資物業 1,239 1,268

19,004 16,310

流動資產
存貨 5,418 6,32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8) 2,391 3,15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84,619 71,263
已付預付款 3,828 3,726
預付租賃款 242 242
應收董事款項 93 17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16
銀行結餘及現金 2,616 253

99,207 85,002

歸類為持作銷售的資產 — 1,288

99,207 86,29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9) 36,851 49,978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68,980 49,723
預收款項 7,958 6,845
應付一名法人股東款項 204,262 211,262
應付董事款項 500 6,169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6,337 16,919
應付股息 4,440 4,440
索償撥備 4,193 6,518
短期銀行借貸 20,000 84,259

463,521 436,113

流動負債淨額 (364,314) (349,82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5,310) (333,51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0,000 50,000
儲備 (395,304) (383,51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345,304) (333,513)
少數股東權益 (6) —

(345,310) (33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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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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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50,000 40,449 24,998 3,748 (347,959) (228,764) (12) (228,776)

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 50,000 40,449 24,998 4,320 (453,280) (333,513) — (333,513)

匯兌差額 — — — 931 — 931 — 931

期間虧損 — — — — (12,722) (12,722) (6) (12,728)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50,000 40,449 24,998 5,251 (466,002) (345,304) (6) (34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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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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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84 3,186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700 14,515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70,021) (18,04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 2,363 (34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53 1,865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16 1,51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2,616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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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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合稱「香港財務報告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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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司條例
之披露規定，以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編製。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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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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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 1,046 2,158 1,371

製造流動電話控制器系統
及裝嵌流動電話 738 599 1,341 1,207

2,326 1,645 3,499 2,578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 2 — 233

其他 6,298 3,141 8,424 6,642

6,298 3,143 8,424 6,875

總收入 8,624 4,788 11,923 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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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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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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 1,371 1,341 1,207 3,499 2,578

分類業績 (30) (1,321) 145 (1,173) 115 (2,494)

未分配收入 8,424 6,875

未分配成本 (15,505) (19,153)

經營虧損 (6,966) (14,772)

融資成本 (5,762) (3,539)

除稅前虧損 (12,728) (18,311)

稅項 — —

除稅後虧損 (12,728) (18,311)

少數股東權益 6 22

股東應佔虧損 (12,722) (18,289)

未分配折舊 4,568 9,493

分類資產 28,529 5,737 89,3 12 286,903 117,841 292,640

未分配資產 370 407

資產總值 118,211 293,047

分類負債 27,890 5,384 400,205 468,300 428,095 473,684

未分配負債 35,426 48,139

負債總額 463,521 52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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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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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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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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25%）。

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無）。

6.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乃按照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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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6,000元 及 人 民 幣12,722,000元（二 零 一 零 年：人 民 幣9,133,000元 及 人 民 幣
18,289,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500,000,000股（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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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無）。

7.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已就出售該等物業產生折舊開支約人民幣零元（二
零一零年：人民幣4,45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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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之公佈所述，有關買賣協議已於股東特別大會
獲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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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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1,593 3,156

91日至180日 650 2

181日至365日 148 —

超過365日 — —

2,391 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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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至90日 1,146 823

91日至180日 366 1,418

181日至365日 1,018 3,448

超過365日 34,321 44,289

36,851 49,978

10. 承擔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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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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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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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本集團若干賬面淨值合共人民幣12,924,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9,421,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作出的法定抵押

(b) 以本集團若干賬面淨值合共人民幣5,083,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325,000元）的中期租賃土地的預付租賃款作出的法定抵押

12.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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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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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正等待有利可圖之機會出現，以便擴大現時之業務規模。

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人民幣3,499,000元，升幅
約35.7%（二零一零年：人民幣2,578,000元），股東應佔虧損約人民幣12,722,000元，減
幅約30.4%（二零一零年：人民幣18,289,000元）。營業額增加之主要原因為積極進行市
場推廣。

毛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整體毛利約人民幣115,000元，較去
年同期上升約人民幣2,609,000元（二零一零年：毛虧人民幣2,494,000元）。毛利率上升
主要歸因於本年度之成本控制有所改善。生產成本維持於合理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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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364,314,000元（二零一
零年：人民幣480,887,000元）。

流動資產約人民幣99,207,000元，當中約人民幣2,616,000元為現金及銀行存款（二零
一零年：分別為人民幣40,936,000元及人民幣1,517,000元）。另一方面，本集團之流動
負債為人民幣463,521,000元，主要為應付一名法人股東之款項以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
計費用（二零一零年：人民幣521,823,000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負債比率為16.9%（二零一零年：39.1%），以銀
行借貸總額除資產總值的百分比列示。

其他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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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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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調節及平衡未支付的外匯結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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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酬金成本總額約人民幣2,950,000元（二零一零年：約
人民幣3,986,000元），共僱用209名僱員（二零一零年︰ 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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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購買股份的權利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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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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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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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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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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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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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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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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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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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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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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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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興先生及方敏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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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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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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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敏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