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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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909)

截 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業績

中大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經重列）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收入 2 227,517 173,431
營業成本 (158,995) (109,208)

毛利 68,522 64,223

其他收入 10,582 4,308

銷售費用 (25,974) (24,033)
管理費用 (27,742) (34,335)
其他業務支出 (3,704) (3,616)

經營溢利 3 21,684 6,547
財務費用 4 (3,306) (2,566)

除稅前溢利 18,378 3,981
所得稅（開支）／抵免 5 (4,485) 810

除稅後溢利 13,893 4,791
少數股東損益 (2,426) (84)

股東應佔溢利 11,467 4,707

股息 6 － －

每股盈利 7
－基本 人民幣 0.029元 人民幣 0.012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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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 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公認會計準則所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賬目乃按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度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
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所得稅並已追溯性應用。

採用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之主要影響關乎遞延稅項。於以往年度，就遞延稅
項使用損益表負債法作出部分提撥準備，即是因時差引起之負債將獲確認，而於可見
將來預計不可扭轉之時差則例外。

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則要求使資產負債表負債法，據此，就賬目內資產及負
債之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使用之相應稅基間之所有臨時差額，遞延稅項均予確
認，只有極少例外。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經修訂）並無任何特定過渡性質之規定，而
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性應用。

此項政策改變導致調整，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之保留溢利增加約人民幣 2,932,000元
（二零零二年：人民幣 817,000元），而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減
少人民幣 2,932,000元（二零零二年：增加人民幣 2,115,000元）。

2. 營 業收入及分部資料

(a) 營 業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活動為開發、生產及銷售汽車裝置及提供工業塗裝處理工程
設備。營業收入指扣除折扣及退貨後之售貨發票淨額。按主要類別分類之營業收
入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商品 171,161 144,760
建築合約之收入 56,356 28,671

總營業收入 227,517 17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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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 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及美國兩個地理分部經營其業務。按根據資產所在地釐定之
地理分部分析如下：

中國 美國 抵銷 合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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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對外銷售 214,208 152,899 13,309 20,532 － － 227,517 173,431
分部間銷售 3,742 11,920 － － (3,742 ) (11,920 ) － －
其他收入 7,575 4,066 2,934 75 － － 10,509 4,141

合計 225,525 168,885 16,243 20,607 (3,742 ) (11,920 ) 238,026 177,572

經營成果
分部經營成果 26,541 16,030 1,273 (1,405 ) 1,165 (649 ) 28,979 13,976

未分攤公司費用 (7,295 ) (7,429 )

經營溢利 21,684 6,547
財務成本 (3,306 ) (2,566 )
所得稅（開支）／抵免 (4,485 ) 810
少數股東損益 (2,426 ) (84 )

股東應佔溢利 11,467 4,707

3. 經 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以下各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49 366

撥回壞賬準備 1,648 －
撥回過時存貨準備 1,059 －

扣除：
自有資產折舊 3,259 3,835
僱員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工資 13,841 14,971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 776 1,165

房屋建築物之經營租賃 1,638 2,587
核數師酬金 500 95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469
提列陳舊存貨準備 253 2,198
提列呆賬準備 － 5,980
撇銷壞賬 －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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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 務費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利息費用 3,306 2,566

5. 所 得稅

於綜合損益表中扣除／（計入）之所得稅款項代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香港 － －
－中國
－本年度 4,579 1,540
－上一年度超額撥備 (816) －

－美國 7 44
遞延稅項
－中國所得稅 715 (2,394)

4,485 (810)

年內，本集團並無香港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二零零二年：無）。

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均須支付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24%，並
可於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豁免繳納全部企業所得稅，且於其後三年享有企業所得
稅減半優惠。若干該等附屬公司仍享有企業所得稅減半優惠。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通行稅率計算。

6. 股 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7. 每 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年內的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 11,467,000元（二零零二年經重列：人民幣
4,707,000元），以及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400,004,000股（二零零二年：400,004,000股）
計算。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言，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視作潛在普通股。於截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尚未行使之潛
在普通股具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就有關年度呈報每股攤薄盈利。

8. 結 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本集團透過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一名中國獨立第三方
（「合資企業夥伴」）訂立一項合作協議（「該協議」），成立一家合資企業（「合資企
業」），於中國製造及銷售客車。根據該協議，本集團將持有合資企業之 60%權益，據此，
本集團須於訂立協議當日起至合資企業獲得營業執照後兩個月期間以現金貢獻人民
幣 34,950,000元之總投資。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合資企業尚未獲得營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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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研討及分析

概略

面對二零零三年上半年非典型肺炎疫情所帶來的挑戰及考驗，中大國際一方面
採取積極措施以抓緊經營商機，另一方面鞏固及加強現有的客戶基礎及市場佔
有率，年內取得理想的成績。理想的業績亦正反映本集團與大型車廠建立直接業
務關係及重點市場推廣策略湊效。加上汽車市場銷售理想及嚴格控制成本，年內
集團營業額及股東應佔盈利分別約為人民幣二億二千八百萬元及一千一百萬元，
較去年分別上升約百分之三十一及百分之一百四十四，整體毛利率維持在約百
分之三十的水平，純利率則較去年上升約二點三個百分點。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關購入生產所須土地使用權及建築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
性開支之承諾共有人民幣 19,800,000（二零零二年：54,200,000）此款項預期由集團
內部資金支付。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 0.029元。
（二零零二年（經重列）：人民幣 0.012元）

二零零三年，中大國際汽車噴烤漆房，汽車四輪定位儀和專用車型整形設備被列
為江蘇省火炬計劃項目，並入選世界汽車使用服務業五百強及中國優秀企業數
據庫等榮譽。

業務分析

汽保設備業務

雖然受非典型肺炎疫情所困擾，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及政府鼓勵不同資本參與汽
車業發展，促使中國汽車業高速成長，亦帶動市場對汽車維修、保養及檢測設備
的需求上升。年內，全國汽車銷售增長百分之四十，高速公路里程年增長百分之
二十六，達到二萬五千公里，令本集團汽保設備整體銷售表現理想。

現時，中國汽保市場已由自由經營轉為由主要汽車製造廠主導計劃發展。中大國
際因應市場改變採取相應的策略，年內積極與主要汽車製造廠如上海大眾、中華
車廠、日本本田、賓士／奔馳、美國通用、福特等客戶建立緊密合作關係，並為客
戶提供售後服務及技術支援等增值服務。憑著國內私家車購買熱的有利時機，以
及策略性市場推廣與電子商務的配合，年度營業額再創新高。

二零零三年，本集團主要產品噴烤漆房、舉升機及車架矯正儀的營業額分別約為
人民幣一億一千萬元、三千八百萬元及一千五百萬元，分別較去年上升約百分之
二十五、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三十九，分別約佔本集團整體營業額百分之四十
九、百分之十七及百分之七。各產品整體銷售表現理想，毛利率一般維持在百分
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五之間。年內，舉升機生產提升至約三千台，以滿足市場
上升的需求。

工業塗裝生產線方面，由於抓緊市場工作重點，與客戶建立緊密合作關係，完善
管理及工作流程，嚴謹控制成本支出，營業額較去年大幅上升，達人民幣五千六
百多萬元。

本集團重點開拓英國、愛爾蘭、加拿大、巴基斯坦、伊朗等地新客戶。亦積極發展
建立海外代理商買賣關係，分別於美國及澳洲與三家及一家公司合作，於當地專
營代理中大國際產品，此舉為本集團拓展出口業務發揮重要作用，並達至更佳的
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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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噴烤漆房及舉升機外，本集團的折裝機、平衡機、調漆機等汽保設備亦相繼外
銷，噴烤漆房更獲得國際 CE認証。這再次証明中大國際產品在國際市場已被接
受及認同，產品水平達到國際標準。

至於新項目方面，於中國江蘇省鹽城經濟開發區的三個投資項目，包括油漆及塗
裝生產線、洗車系統生產線及外銷噴烤漆房或舉升機生產線的廠房已於二零零
四年初落成，廠房面積達六萬平方米。投放於廠房興建的資金為人民幣六千萬
元。廠房現正進行設備裝置，並預期於二零零四年年中正式開始投產。其中洗車
系統生產線預期年產能力為五百台，現時所接意向性訂單約一百五十台，主要用
作迎合北京奧運會所需。董事會相信該等項目將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的整體生產
能力及銷售。

業務邁向多元化－汽車生產業務

於年結後，本集團與江蘇金陵交運集團有限公司（「江蘇金陵」）協議成立合營
企業，於中國國內生產及銷售城市交通的巴士，此舉有助發展潛力龐大的中國汽
車市場及鞏固其於汽車保養維修設備行業的領導地位。在國家引導客運市場復
甦及城市公共交通市場化，以及上海世界博覽會及北京奧運會所帶來的商機，預
期中國客車市場銷售將高速增長。

展望

二零零四年，汽車市場發展將持續穩步上揚，中大國際將同步發展汽保設備業務
及汽車生產業務，一方面繼續鞏固於汽保業的領先地位，進一步提升銷量；另一
方面積極投入汽車生產。

汽保設備業務方面，將繼續加強與汽車製造商的合作，直接銷售產品與汽車製造
商，致力成為國內各大汽車制造廠商指定配套產品供應商。同時，加強與外商合
作發展具潛力的項目，以引進國際先進技術，發展多元化產品。市場推廣方面，
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狀況列出重點區域，派駐優秀業務員及發展當地經銷商，進一
步擴大市場份額。

汽車生產業務方面，將抓緊客車及商務生產線施工進度，為迅速進入汽車市場作
好準備。同時，採用「產品多元化，成本領先」策略，生產優質具成本領先的產品。
繼續透過參與汽車展及邀請具實力的經銷商、專業銷售公司加盟集團營銷網絡，
實施直銷與代理並用策略，積極開拓銷售市場。此外，尋求以股本投資方式，投
資於成熟且有盈利的汽車相關業務，以與現有業務發揮協同效應。

為進一步擴展於汽車市場的佔有率及提升競爭力，本集團致力為客戶提供一站
式的綜合服務，實行發展包括汽車銷售、售後服務、零件供應及信息提供之四為
一體綜合服務，並將售後服務規範化以提供優質服務。現時，一般汽車銷售商的
利潤來源中，售後服務約佔百分之五十，因此本集團相信擴展售後服務將有助擴
大盈利基礎和收入來源。

於未來，本集團將持續貫徹以下發展策略及措施：

－ 加快研究及開發新產品，使產品多元化；

－ 提升生產技術及產品設計，優化產品工藝及生產流程，有效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競爭力；

－ 推行電子商務，建立「中大國際」優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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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一站式服務，迎合客戶不同需求；

－ 成立國際貿易公司專注海外市場，推出新的外銷產品，擴大銷售量；

－ 開拓發展機遇，透過進行收購、兼併、重組、合資等方式，整合市場優勢資源，
加快企業發展；

－ 繼續透過優化員工獎勵機制，激發開拓熱情，提升服務水平及營運效率；

－ 建立優秀團隊，加強信息化管理。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資產為人民幣 317,491,000元，與去年相
比增加人民幣 55,906,000元（二零零二年經重列：人民幣 261,585,000元）。於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結餘及現金為人民幣 45,803,000元（二零零二
年：人民幣 47,795,000元）而銀行貸款則為人民幣 65,900,000元（二零零二年：人民
幣 48,391,000元）。本集團為銀行借款提供的抵押品主要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提供之
公司擔保或本集團賬面淨值達人民幣 30,623,000元（二零零二年：人民幣 32,614,000
元）之若干土地使用權及樓宇。

除 Zhongda Group (USA) Inc之應收賬項及存貨水平大幅降低外，壞賬撥備及存貨
撥備提列並無重大改變。故此，壞賬撥備減少達人民幣 1,648,000元（二零零二年：
增加人民幣 5,980,000元）及存貨撥備減少達人民幣 806,000元（二零零二年：增加
人民幣 2,198,000元）。本集團收入主要以人民幣和美元為單位，而借貸乃主要以
人民幣結算，董事認為鑒於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㶅率穩定，因而並無重大之外匯
匯率波動風險。銀行借款年息率介乎 3.98%至 7.13%（二零零二年：每年 5.625%至
7.13%）。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貸佔股東權益比率為 42.7%（二
零零二年經重列：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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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零二年：
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 898名全職員工（二零零二年：891
名）。

本集團之僱員薪酬主要依據慣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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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保障等福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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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規則之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年內一直遵守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
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依循上市規則附錄 14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之主要職能為審核及監察財務匯報過程及本集團之內部控制系統。

審核委員會有三名成員，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顧堯天先生、陳維
端先生及李新中先生。

在聯交所網站刊登年度報告

上市規則（在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有效的）附錄 16第 45(1)至 45(3)段規定之
所有資料將在聯交所之網站 (www.hkex.com.hk)刊登。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徐連國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

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徐連國先生（主席）
徐連寬先生
張玉清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顧堯天先生
陳維端先生
李新中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