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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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中大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本公司之核數師並未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惟
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88,635 104,623
銷售成本 (59,998) (70,319)

毛利 28,637 34,304
其他收入 3,017 3,367
分銷成本 (8,337) (8,458)
管理及其他經營開支 (10,917) (16,044)

經營溢利 12,400 13,169
財務費用 (3,071) (3,493)

除稅前溢利 5 9,329 9,676
稅項 6 (2,592) (2,200)

本期間純利 6,737 7,476

以下項目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185 7,429
少數股東權益 552 47

6,737 7,476

股息 7 － －

每股盈利 8
－基本 人民幣 0.015元 人民幣 0.019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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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在建工程 121,843 122,973
預付土地使用權租賃款項 52,660 53,199
投資於一間聯營公司之預付款項 1,087 1,087
可供出售投資 900 900
遞延稅項資產 15,468 16,224

191,958 194,383

流動資產
存貨 40,326 36,455
應收貿易款項 9 120,687 101,552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3,869 9,159
預付土地使用權租賃款項 1,136 772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2,533 14,676
現金及銀行結餘 27,766 4,566

216,317 167,18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30,969 33,526
客戶預付款項 11,713 2,373
其他應付款項及計提費用 46,890 40,963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2,958 406
應付董事款項 5,762 4,584
應付稅項 13,557 14,284
銀行貸款－於一年內到期 128,900 77,430

240,749 173,566

流動負債淨值 (24,432) (6,38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7,526 187,997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於一年後到期 － 27,070

167,526 160,92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2,386 42,386
儲備 106,158 100,11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48,544 142,497
少數股東權益 18,982 18,430

167,526 16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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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集團資料

本公司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四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
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一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編製本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
核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扣除折扣及退貨之發票銷售額。按主要類別分類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貨品 67,881 92,320
建築合約之收入 20,754 12,303

營業額總額 88,635 104,623

4. 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以兩個經營分部經營－汽車設備及客車。該等分部為本集團報告其主要分部資料
之基準。

主要業務如下：

汽車設備－ 製造及銷售汽車設備
客車 － 製造及銷售客車

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汽車設備 客車 合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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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35 88,216 － 16,407 88,635 104,623

業績
分部業績 11,362 17,363 246 (3,388) 11,608 13,975

利息收入及未分攤收入 3,017 3,367
未分攤公司開支 (2,225) (4,173)

經營溢利 12,400 13,169
財務費用 (3,071) (3,493)

除稅前溢利 9,329 9,676
稅項 (2,592) (2,200)

本期溢利 6,737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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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1,833 3,617
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付款之攤銷 175 526
償還銀行借貸利息支出 3,071 3,493
租賃物業經營租賃 600 －
僱員成本 6,889 8,640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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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國 2,592 3,320

遞延稅項
－中國所得稅 － (1,120)

2,592 2,200

於兩段期間內，本集團並無香港應課稅溢利，故未有提列香港利得稅準備。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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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第一個獲利年度起
計兩年獲豁免全額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享有企業所得稅減半優惠。

在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7. 股息

董事決議不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約人民幣 6,185,000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7,429,000元），以及根據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400,004,000股（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00,004,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止兩個期內發行在外之潛在普通股具有反攤薄影響，
故此並無就兩個期間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應收貿易款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168,435 149,903
減：呆賬準備 (48,502 ) (48,502 )

119,933 101,401
應收票據 754 151

120,687 101,552

信貸期以有關合同之條文為依歸之應收貿易款項按發票額確認及結轉。除客戶按合同之條款在已售設備表
現滿意前預扣之款項外，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三至六個月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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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提呆賬準備後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以內 50,366 39,407
七至十二個月 33,891 27,337
一至兩年 30,332 24,466
兩年以上 234 189

114,823 91,399
應收質保金 5,110 10,002

119,933 101,401

10. 應付貿易款項

應付貿易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以內 10,192 11,727
一至二年 4,179 12,723
二至三年 12,071 2,707
三年以上 4,527 6,369

30,969 33,526

11.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與本期間之呈列方式一致。

業務回顧

汽保設備業務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本集團汽保設備業務略有提升，比去年同期增長 0.5%，其中塗裝工程業務
量比去年同期增長 68.7%，本集團因應市場需求，調整了一些市場需求少且利潤率較低的產品，
故其他汽保設備業務量則有所下降，但本集團不斷投入資源加強產品的研發，推出共多個高附
加值的綜合檢測設備及安全檢測新產品，市場反應理想，因而保證了產品的整體毛利率為持在
32.3%水平。

半年內，本集團出口銷售額約為人民幣16,449,000元，約佔整體營業額18.6%，二零零六年集團出
口的產品以舉升機、噴烤漆房為主，出口主要通過經銷商代銷；在美國東、中、西部共有三名
分銷商。另一方面，集團亦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將產品銷售至中東、俄羅斯等新的市場。

客車業務

中大金陵已在積極進行各方面的改造工程及申請生產許可手續等工作，期內未有對本集團收益
方面帶來貢獻，本集團為中大金陵進行的技術改造工程，計劃年產能力將從原來的 500台提升至
2,000台，預計於二零零六年底完成。

中大峨嵋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集團客車業務之經營附屬公司，但合資公司
之經營及財務情況一直未如理想，本集團未有向合資公司投入餘下之投資額。合作方於二零零
六年七月二十日提出訴訟要求終止合營協議。根據法律意見及經研究後，本集團決定不再向中
大峨嵋投入餘下之投資額人民幣 11,000,000元，並將已投入之人民幣 5,000,000元於二零零五年本
年度帳目作全額準備處理，故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賬目不再包
含中大峨嵋。按法律意見之分析，此訴訟對本集團應不會構成進一步重大的損失。本集團正安
排與合作方協商，尋求妥善解決方案。有關訴訟詳情，請參看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發
出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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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88,635,000元，較二零零五
年同期減少 15.3%。本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6,185,000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 7,429,000元），較二零零五年同期減少 16.7%。

於回顧期內，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0.015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0.019
元）。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不宣派任何截至二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人民幣 167,526,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160,927,000元）。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為人民幣27,766,000
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566,000元），而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則為人民幣128,900,000
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04,500,000元）。

本集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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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貸款佔資產淨值比率為 76.9%（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64.9%）。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視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未支付出資額及相關按合同計算
之違約金合共人民幣 12,123,000元均為沒有在綜合財務報表內撥備之或然負債（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 人民幣 12,123,000元）。根據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取得之法律意見，董事認為
不須就該訴訟進行撥備。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
公司。

資產之抵押

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乃以賬面總值為人民幣67,369,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9,947,000
元）之若干本集團所持有之土地使用權及樓宇作抵押。

展望

二零零六年國內汽車市場仍將穩定發展。加上預期進口汽車增加將有助帶動汽車保養維修設備
的需求。北京和上海將分別舉行奧運會和世界博覽會。這些大型國際性的活動將有效推動市場
對交通工具的需求。我們預計為應付上述活動的交通流量，北京和上海將需分別建設 1,000個及
500個「快修店」以為各類交通工具提供檢測保養服務。本集團為適應市場趨勢，將為新興「快修
店」提供專業化設備；同時本集團將研究自行組建快修店。

隨著中國對汽車排放標準的改革、中國公路網路的不斷伸延、長途交通流量的增加，中國雙層
客車及長途客車市場將有龐大的發展潛力。本集團將致力加強對客車合營企業的經營方式及營
運機制的管理，並以市場為導向作為這些企業的發展方針。

此外，本集團將擴大汽車售後市場的產品；例如加快將洗車機形成批量銷售，提升檢測機目標
銷量，開發新型噴烤漆房和提高塗制生線銷售額。

總括而言，本集團期望在銷售、盈利能力、管理上踏上新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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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 903名（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12名）全職員工。

本集團之僱員薪酬主要依據行業慣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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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福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列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成立審核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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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會計期間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所載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所
有董事已遵守上市條例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內所訂之標準。

在聯交所之網站公佈中期業績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之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之網站www.hkex.com.hk公佈。

承董事會命
徐連國
主席

中國鹽城，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連國先生 顧堯天先生
徐連寬先生 郭明輝先生
張玉清先生 李新中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