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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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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9）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大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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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連同其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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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211,375 252,847
銷售成本  (172,810) (209,589)
   

毛利  38,565 43,258
其他收入  4,592 4,228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 (539)
銷售及分銷開支  (13,183) (10,851)
管理費用  (35,293) (32,035)
財務費用 5 (14,933) (11,44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535) (1,460)
   

除稅前虧損 6 (24,787) (8,845)
所得稅支出 7 (2,406) (2,056)
   

期內虧損  (27,193) (10,901)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6,918) (5,972)

 非控股權益  (275) (4,929)
   

  (27,193) (10,901)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虧損 9
 －基本及攤薄（每股分）  (2.49 cents) (0.53 cents)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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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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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27,193) (10,901)

其他全面支出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3,559) (496)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30,752) (11,397)
  

以下各項應佔全面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0,477) (6,468)

 非控股權益 (275) (4,929)
  

 (30,752) (1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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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570 56,460
預付租賃款項  6,663 6,755
投資物業  106,320 123,01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4,972 19,507
投資預付款項  94,799 78,894
   

  275,324 284,632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84 184
存貨  26,239 30,12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55,430 62,74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95,822 101,480
應收貿易賬款 10 54,147 52,575
合約工程應收客戶款項  46,928 44,293
持作買賣之投資  3,080 4,964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59,251 49,514
存放於財務機構之受限制存款  40,000 6,000
存放於財務機構之存款  – 15,023
受限制銀行結餘  121,955 80,066
已抵押銀行存款  – 9,72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2,530 225,746
   

  795,566 682,445
   

流動負債
合約工程應付客戶款項  38,343 38,861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395,888 267,817
客戶預付款項  6,354 5,70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2,049 48,222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 4,661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3,983 3,766
應付董事款項  562 7,178
應付稅項  32,645 33,049
銀行借貸  118,826 145,361
衍生金融工具  8,624 –
   

  667,274 554,621
   

流動資產淨值  128,292 127,82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03,616 41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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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3,720 100,784
儲備  292,307 303,78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96,027 404,565

非控股權益  1,967 2,242
   

總權益  397,994 406,80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622 5,649
   

  403,616 412,456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內適用之披露規定，以及遵照由香港會
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重大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而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及投資物業以公平值（視乎適用而定）計量。

編製該等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
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惟下文所載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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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會計政策（續）

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披露比較數字之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該等簡
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以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日期後頒佈，為已授權頒佈但尚未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 合營安排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 公平值計量 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有關綜合賬目、合營安排及披露的五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頒佈，並於二
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若全部五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於同一時間提前應用，則容許提
前應用。本公司董事預期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將應用至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
綜合財務報表，其可能帶來的影響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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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內與綜合財務報表有關之部份。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綜合賬目之唯一基準為控制權。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包含控制權之新定
義，其中包括三個元素：(a)有權控制投資對象；(b)自參與投資對象營運所得浮動回報之承擔或權利；及 (c)有能
力運用其對投資對象之權力以影響投資者回報金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已就複雜情況的處理方法加入詳
細指引。整體而言，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須作出大量判斷。本公司董事現正評估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 10號對本集團業績及綜合財務狀況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於合營企業之權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訂明由兩個
或以上團體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合營安排應如何分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合營安排分為兩類：合營
企業及合營業務。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之分類乃按照各方於該等安排下之權利及責任而釐定。相反，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合營安排分為三個不同類別：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資產及共同控制業務。本公司董
事現正評估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對本集團業績及綜合財務狀況的影響。

除上文所載述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於回顧期間按可呈報分部分析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汽保設備 公車 汽車零部件 物業投資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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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131,080 1,722 74,573 4,000 211,375
     

業績
分部業績 2,489 1,657 5,583 4,000 13,729
    

未分配公司開支     (20,475)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535)

利息收入     1,427

財務費用     (14,933)
     

除稅前虧損     (2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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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益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汽保設備 公車 汽車零部件 物業投資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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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86,656 53,086 109,105 4,000 252,847
     

業績
分部業績 2,214 (7,223) 8,103 4,517 7,611
    

未分配公司開支     (4,16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460)

利息收入     616

財務費用     (11,446)
     

除稅前虧損     (8,845)
     

分部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營運資產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汽保設備 254,638 277,508

公車 758 5,507

汽車零部件 178,076 103,981

物業投資 106,320 123,016
  

分部資產總值 539,792 510,012

未分配公司開支 531,098 457,065
  

綜合資產 1,070,890 96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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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貨品 191,500 240,842

建築合約收入 14,153 5,853

佣金收入 1,722 2,152

租金收入 4,000 4,000
  

 211,375 252,847
  

5.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透支及銀行借貸之利息 6,768 7,293

貼現票據之利息 8,165 4,153
  

 14,933 11,446
  

6.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205 4,345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92 48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1,495)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240 –
  



9

7. 所得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2,406 2,279

遞延稅項：
 －本期間 – (223)
  

 2,406 2,056
  

由於本期間本集團在香港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相關法規及條例，所有中國附屬公司須繳納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25%（二零一零年：25%）。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現行稅率計算。

8. 股息

概無於報告期間派發、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董事不建議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約人民幣 26,918,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 5,972,000元）及
於期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 1,081,631,000股（二零一零年：1,135,819,000股）計算。

由於行使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故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10.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37,664 136,092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83,517) (83,517)
  

 54,147 5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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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為 30至 180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至 180

日）。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報之應收貿易賬款減已於應收貿易賬款確認之減值虧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 180天 48,495 40,816

181至 365天 4,823 11,759

1年以上 829 –
  

總計 54,147 52,575
  

應收賬款中包括總賬面值人民幣40,236,000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47,724,000元）於報告期末已過期，惟本集團
並無計提減值虧損，因為相關客戶之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化，本集團亦相信相關款項仍可收回。本集團並無就
上述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報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 180天 86,495 89,881

181至 365天 20,053 11,591

1至 2年 9,402 8,997

2年以上 17,027 8,030
  

 132,977 118,499

應付票據 262,911 149,318
  

 395,888 267,81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購買貨物之平均信貸期為一至六個月（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至六個月）。
本集團已採納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可於信貸期內清償。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以限制銀行結餘約人民幣 121,955,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80,066,000元）及存放於金融機構的限制存款人民幣 40,0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6,000,000元）以及由中大工業集團（本公司之一間關連公司）發出之企業擔保及其若干資產為應付票據進行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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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收益

於回顧期間，環球經濟環境依然未明朗。本集團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 16.4%至約人民幣
211,400,000元。主要原因乃客車製造業務重組所致。因此，該分部之收益相對地由約人民幣
53,100,000元減少至約人民幣 1,700,000元。

汽車維修及保養設備

此分部主要包括汽車烤漆房及汽車舉升機之銷售。雖然出口銷售維持緩慢，但仍錄得人民幣
約 11,500,000元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輕微增加 5.1%。至於中國銷售市場錄得營業額約人
民幣 104,9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39.1%。整體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34.8%至約人民幣
116,500,000元。本集團將繼續保持於業界之優勢。

買賣汽車零部件

鹽城中大汽車設備有限公司為本集團及中大工業集團公司之採購中心。此分部之營業額約為人民
幣74,60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1.7%，乃主要由於歐洲及美國之不利經濟環境，拖慢對物料之
需求所致。展望未來，本集團仍計劃提升此平臺，為本集團聯屬公司及合資公司提供服務。長遠
而言，本集團將拓展及開放此平臺以服務外部客戶。

中威客車

中威客車為本集團聯營公司，主要製造長途客車，其產品已行銷全球 40多個國家及地區。於本
年度首六個月，中威客車之出口銷售因環球經濟變動而下跌。因此，此本分部錄得營業虧損。同
時，隨著向南非的出口銷售啟動，有關形勢正在改善。

海外項目

於本期間，本集團仍處於與南非全國出租車協會（「SANTACO」）落實合營公司之階段，以在南非
獨家建立首個全國性電子收費管理系統。同時，本集團與 SANTACO將集中向該國銷售大量度身
訂造之小型公共汽車和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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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邊際毛利

由於汽車維修及保養設備的市場合併，本期間之邊際毛利由去年同期之 17.1%升至 18.2%。

虧損淨額

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約人民幣27,200,000元，相比去年虧損淨額約為人民幣10,900,000元。本期間
之每股基本虧損約為人民幣 2.49分。

流動資金

於本期間，流動比率（定義為「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1.2倍，反映流動資金週轉能力仍處於可接
受水平。就流動資產而言，約 44.6%為現金及銀行存款。

槓桿比率

淨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總銀行債項 –可動用現金╱總淨值」）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之 0.11倍改
善至本期間零倍。本集團將繼續致力使其槓桿比率保持在令人滿意之水平。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 354,5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336,600,000元）。現金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短期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
118,8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45,400,000元），減少約人民幣 26,500,000
元。

銀行借貸之年利率介乎 2.05厘至 6.73厘（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介乎 2.03厘至 7.00厘）。就
此等銀行借貸提供之抵押品主要包括本集團附屬公司之若干土地使用權及樓宇。本集團之收益主
要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而借貸主要以人民幣結算。董事認為，由於人民幣兌美元之匯率相對穩
定，故並無外匯波動之重大風險。

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398,0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 406,800,000元），減少約 2.2%。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128,300,000元（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27,800,000元），較去年增加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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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近期爆發之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仍對全球所有行業產生持續影響。隨著全球合作應對經濟低迷，
形勢仍然動盪，復甦跡象依然不明顯。隨著與 SANTACO成功合作，本集團將繼續在該等地區發
展及開發本集團業務。此外，本集團已加大開發國內市場之力度，尤其在中國西部及西北部省份。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實施穩定增長之策略，同時致力把握更多商機，為本集團之股東帶來令人滿
意之回報。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 1,300名（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00名）全職
員工。

本集團所提供之僱員薪酬主要依據行業慣例、個人表現、資歷及經驗釐定。此外，亦視乎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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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向其董事及員工提
供醫療及法定退休保障等其他福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之操守守則（「操守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一直遵
守操守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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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職權範圍不遜於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所訂明之標準。審核委員
會之主要職能為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有三名成員，由
本公司全部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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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績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徐連國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分別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徐連國先生、徐連寬先生、張玉清先生及郭明輝
先生；非執行董事梁國進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顧堯天先生、孫克強先生及李新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