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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中大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中大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合併業績，連同二零
零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收入 3 80,976 79,631

營業成本 (49,582) (47,651)

毛利 31,394 31,980

銷售費用 (11,378) (9,510)

管理費用 (18,140) (8,400)

其他業務收入，淨額 105 26

經營溢利 1,981 14,096

財務費用，淨額 4 (890) (1,680)

其他，淨額 (342) (137)

除稅及少數股東損益前溢利 4 749 12,279

稅項 5 522 (505)

除少數股東損益前溢利 1,271 11,774

少數股東損益 (573) (1,622)

本年淨利潤 698 10,152

股息 6 4,242 －

每股盈利 7
－基本 人民幣 0.002元 人民幣 0.032元

－攤薄 人民幣 0.002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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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重組及呈報基準

本公司（原名中大高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四日根據百慕達一
九八一年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受豁免之有限責任公司。根據一項涉及本公
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的集團重組計劃（「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八日成為組成本集團的其他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本公
司之股份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一日在聯交所上市。

在重組過程中，本集團視為一持續經營的集團。因此，該項重組以合併會計為基準
編制，即編制比較簡明財務報表時假設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一直為組成本集團的其他公司之控股公司。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常規法，並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 25號「中期財務呈報」
而編製。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零一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此等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相符一致，除本集團已採納以下由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適用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起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之會計實務準則，致令其若干會計政策有所轉變：

會計實務準則第 1號（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報
會計實務準則第 11號（經修訂） ： 外幣折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 15號（經修訂） ： 現金流量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 25號（經修訂） ： 中期財務呈報
會計實務準則第 34號 ： 僱員福利

會計政策轉變對當期或前期之影響並不重大。

3. 營業收入及分部資料

(a) 營 業收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開發、生產及銷售汽車裝置。由於本集團從事單一業務分
部，故此並無呈列業務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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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 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及美國兩個地區分部從事其業務。該等資產所在地的地理
乃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部資料所按的基準。

根據資產所在地之地理分部資料如下：

中國 美國 未分攤部分 合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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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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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對外銷售 68,419 70,368 12,557 9,263 － － 80,976 79,631

經營成果
分部經營成果 5,328 13,476 332 827 － － 5,660 14,303
未分攤共同費用 － － － － (3,679) (207) (3,679) (207)

經營溢利 5,328 13,476 332 827 (3,679) (207) 1,981 14,096
財務費用，淨額 (989) (1,680) － － 99 － (890) (1,680)
其他，淨額 (335) (133) (6) (4) (1) － (342) (137)
稅項 729 (284) (207) (221) － － 522 (505)
少數股東損益 (573) (1,622) － － － － (573) (1,622)

本期淨利潤
（虧損） 4,160 9,757 119 602 (3,581) (207) 698 10,152

其他資料
分部資本性支出 27,040 29,421 143 285 － － 27,183 29,706
未分攤共同
資本性支出 － － － － － － － －

合計 27,040 29,421 143 285 － － 27,183 29,706

分部折舊 1,588 951 66 36 － － 1,654 987
未分攤共同折舊 － － － － 250 － 250 －

合計 1,588 951 66 36 250 － 1,904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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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美國 未分攤部分 合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附註 8）（未經審核） （附註 8）（未經審核） （附註 8）（未經審核） （附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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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分部資產 208,335 198,331 12,297 13,410 － － 220,632 211,741
未分攤共同資產 － － － － 8,995 30,804 8,995 30,804

合計 208,335 198,331 12,297 13,410 8,995 30,804 229,627 242,545

負債
分部折舊 74,076 84,093 2,501 2,684 － － 76,577 86,777
未分攤共同折舊 － － － － 767 495 767 495

合計 74,076 84,093 2,501 2,684 767 495 77,344 87,272

少數股東損益 14,042 13,469 － － － － 14,042 13,469

4. 除稅及少數股東損益前溢利

除稅及少數股東損益前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計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58 30
撇銷提列存貸損失準備 － 176

已扣除：

自有固定資產折舊 1,904 987
銀行借款（五年內應償還）利息支出 1,148 1,7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284 －
提列存貨損失準備 487 －
提列壞賬準備 5,830 2,798
僱員成本 9,977 6,347
核數師酬金 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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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附註 (a)） － －
－中國所得稅（附註 (b)） 360 944
－美國所得稅（附註 (c)） 207 221

遞延稅項
－中國所得稅 (1,089) (660)

(522) 505

(a) 於期內，本集團無香港應課稅溢利，故未計算香港稅項支出。

(b) 中國所得稅指中國附屬公司按其法定賬目之應課稅溢利計算的稅項支出。

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一般為 33%。根據相關稅務法律
及規定，本集團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均為 24%，並可
從彌補以前五年虧損後的第一個獲利年度開始，免除首兩年且減半後三年的
企業所得稅。

(c) 美國所得稅乃指在美國的附屬公司按其法定賬目之應課稅溢利按累進稅率基
礎計算之聯邦所得稅支出及按 8.84%之固定稅率計算之州所得稅支出。

6. 股息

根據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的股東決議案，本公司已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現金股息每股 0.01港元，共計 4,000,040港元（相等於人民幣
4,242,000元）。

董事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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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當期的合併淨利潤人民幣 698,000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 10,152,000元），以及根據本期已發行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400,004,000
股（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0,000,000股視同已發行股份）計算。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乃本期的合併淨利潤人民幣
698,000元及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約 400,004,000股計算。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
言，未行使的認股權證乃被視為潛在普通股。然而，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由於兌換潛在普通股為普通股將增加持續進行日常業務中的每股盈利，以
致潛在普通股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在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將潛在普通股計
算在內。由於截至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的稀釋性普通股，
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經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業務回顧

本集團自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上市以來，二零零二年上半年對集團
的公司發展而言充滿挑戰。在全球經濟持續衰退下，尤其是美國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
本集團仍能在其最大市場中國保持穩定之表現，而向其主要海外市場美國的銷售額亦
告上揚。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營業總收入約為人民
幣 80,976,000元，較去年同期輕微上升。本集團於報告期內仍能將其毛利維持於人民幣
31,394,000元的水平。

此外，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國內汽車業開始步入連串市場整固重組期。眾多國內的
中小型汽車維修保養服務供應商（包括本集團一些客戶）被迫清盤或進行公司重組。因
此，本集團的壞賬撥備受中國市場的整固所帶來之不利影響。

本集團不斷壯大其市場佔有率，並推出具更高邊際利潤的新產品線，致令經營開銷飆
升。由於新產品線仍處於初步推出階段，於回顧期間內仍未帶來利潤，本集團的淨利潤
因而受到影響。

本集團積極推行海外市場的推廣活動，致令市場推廣開支大幅上升。此外，本集團在聯
交所上市，亦令該六個月期間之有關開支及專業費用增加。

為保持穩定的營業額及競爭力，本集團不斷提升其產品的質素及技術水平，以及發掘
國內及國際市場所湧現的新商機。集團已於期內開發新型號的噴烤漆房（如電腦化調
溫的噴烤漆房），並不斷改良全自動電腦化的洗車機及車檢修測試設備。



– 7 –

除新型號的噴烤漆房外，本集團亦致力擴大工業塗裝設備的應用範疇。為了成為合資
格的汽車設備供應商，本集團產品已參與有關測試，以取得有關牌照或批准證。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80,976,000元，較二
零零一年同期上升 1.7%。本集團的股東應佔淨利潤約為人民幣 698,000元（截至二零零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0,152,000元），較二零零一年同期下跌 93%。

於回顧期間內，每股基本盈利減少至人民幣 0.002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 0.032元），減幅為 93.8%。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不就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為人民幣 229,627,000元（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 242,545,000元）。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為人民幣 20,235,000元（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4,646,000元），而銀行貸款則為人民幣 32,100,000元（二零零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4,500,000元）。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乃以為數 85,000美元之銀行
存款及賬面淨額為人民幣 33,621,000元（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4,600,000
元）之若干本集團持有之土地使用權及樓宇作抵押和由第三方擔保。

本集團主要收入及借貸乃以人民幣結算。因而，並無重大之外匯匯率波動風險。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貸佔股東權益比率為 23.2%（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24.3%）。借貸佔股東權益比率乃按本集團銀行借貸總額除以股東資金計算。

董事認為，本集團有充足之財務資源，清付資本承擔及進行中營運資金需求。

展望

雖然預期中國汽車行業於下半年仍處於市場整固及重組期，惟本集團將憑籍本身的實
力，以冀於二零零二年全年業績取得穩定的表現。

為擴大本集團盈利基礎，本集團現正積極尋求收購具盈利貢獻業務的機會。有關業務
必須與本集團現有業務組合具協同效應及提供相輔相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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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拓展業務的另一策略為與國際主要汽車製造商組成合作夥伴。本集團現正就汽
保設備的供應與美國通用及日本豐田進行磋商。此外，本集團亦正物色機會將出口產
品的製造工序轉移往有關的海外市場，本集團預期將土產外銷改為外產外銷，除可節
省時間外，亦可大大節省運輸、裝嵌及關稅費用。此舉並可讓本集團更具靈活性以因應
市場轉變對產品生產作出適時調整。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 865名全職員工（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55名）。

本集團之僱員薪酬主要依據市場慣例、個人表現、履歷及經驗訂定。此外，亦會視乎本
集團之表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給予合資格員工酌情花紅及授予其購股權。本集團同時
會向其董事及員工提供醫療及法定退休保障等福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已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職責範圍遵從聯交所之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4載列之最佳
應用守則。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系
統。審核委員會由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顧堯天先生及陳維端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聯交所之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報告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16第 46(1)至 46(6)段 規 定 之 所 有 資 料 將 於 適 當 時 間 在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com.hk)內刊登。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徐連國

香港，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