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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約為人民幣 830,695,000
元，對比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約 3.0%。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
民幣 53,058,000元，對比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約 52.8%。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率為 28.2%（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26.7%）。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
盈利約為人民幣2.99分（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1.97分）。

•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
股本公司普通股 0.3536港仙（按 1兌 0.84823匯率計算，相當於人民
幣 0.2999分）（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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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華眾車載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830,695 806,173

銷售成本  (596,206) (591,302)
   

毛利  234,489 214,871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6,127 16,409
銷售及分銷開支  (59,351) (55,481)
行政開支  (101,017) (96,415)
其他開支  (1,777) (5,509)
   

經營溢利  88,471 73,875

應佔合營企業
 溢利╱虧損  5,093 (2,086)
融資收入 6 3,729 3,705
融資成本  (21,787) (21,178)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7 75,506 54,316

所得稅開支 8 (19,789) (17,136)
   

期內溢利  55,717 3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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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53,058 34,721
 非控股權益  2,659 2,459
   

  55,717 37,180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 10

基本
 — 期內溢利  人民幣 0.0299元 人民幣 0.0197元
   

攤薄
 — 期內溢利  人民幣 0.0299元 人民幣 0.01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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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55,717 37,180
   

其他全面收入

後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外國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730 38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730 38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6,447 37,564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53,788 35,105
 非控股權益 2,659 2,459
   

 56,447 3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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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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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596,550 587,074
投資物業  32,623 33,876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1 173,781 173,399
無形資產  4,010 4,382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6,816 2,004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139,963 105,641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64,831 55,927
可供出售投資  15,000 15,000
遞延稅項資產  15,397 16,177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58,971 993,480
   

流動資產

存貨  336,801 295,575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2 533,360 568,277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68,268 166,407
應收關聯方款項  75,780 137,122
已抵押存款  138,107 87,5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4,070 187,987
   

流動資產總值  1,476,386 1,44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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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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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3 583,185 590,648
其他應付款項、客戶預付款
 及應計費用  191,800 190,752
計息銀行借款  650,204 509,388
應付最終控股股東款項  3,443 3,603
應付關聯方款項  25,439 51,085
應付所得稅  47,996 54,814
   

流動負債總額  1,502,067 1,400,290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25,681) 42,59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33,290 1,036,074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 — 非即期部分  223,999 282,332
政府補貼  8,519 8,884
遞延稅項負債  29,002 29,212
   

非流動負債總額  261,520 320,428
   

淨資產  771,770 71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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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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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2,956 128,587
 儲備  594,362 553,263
   

  737,318 681,850
   

非控股權益  34,452 33,796
   

權益總額  771,770 71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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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
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載入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
故應與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
併閱覽。

持續經營基準

儘管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錄得綜合流動負債淨額人民幣
25,681,000元，惟本公司董事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

為改善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本公司董事已採取下列措施：

(i)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來自銀行的未動用信貸融資約
人民幣 408,000,000元；及

(ii) 董事持續採取行動以加強對各種經營開支的成本控制，並積極尋求新
投資與業務機遇，旨在吸納可盈利及正面的現金流業務；

本公司董事認為，鑒於迄今已採取的措施連同其他進行中措施的預期結
果，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乃屬適當，而不論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的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

2. 重大會計政策的概述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乃與本集團編製
其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納者一
致，惟附註 3所載就本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納的新
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國際會計準則
及詮釋）除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業績及
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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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下列為本期間的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首次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 7號之修訂本 現金流量表：披露措施
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之修訂本 所得稅：就未確認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六年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披露其他實體
 週期之年度改進  權益之修訂本：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12號披露規定範圍之澄清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中期簡明財務報表造
成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尚未提前採納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

4. 經營分部

為達致管理目的，本集團組織為一項單一業務單位，主要包括生產及銷售
內外裝飾及結構汽車零件、模具及工具、空調或暖風機外殼和貯液筒及其
他非汽車產品。管理層就分配本集團資源及評估表現作出決定時會審閱綜
合業績。因此，並無呈報分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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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客戶所在地劃
分的收益的地區資料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內地 767,067 744,348
海外 63,628 61,825
  

總計 830,695 806,173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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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內地 1,008,258 942,995
海外 35,316 34,308
  

總計 1,043,574 977,303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基於資產所在位置編製且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
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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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客戶銷售所產生的個別佔
本集團收益 10%或以上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224,406 252,265
客戶B 89,624 86,910
  

上述主要客戶銷售包括向據知與該等客戶受共同控制的一組實體的銷售。

5.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及其他收入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貨品 802,889 773,970
銷售材料 27,806 32,203
  

 830,695 806,173
  

其他收入及收益：

租金收入 5,439 14,12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收益 3,185 —
外匯收益 3,313 —
補償收入 1,666 268
政府補貼 1,500 601
銷售廢料收益 411 62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34 22
其他 579 760
  

 16,127 16,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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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3,729 3,705
  

7.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596,206 591,30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4,927 34,893
投資物業折舊 1,253 1,15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170 1,895
無形資產攤銷 605 285
研究及開發成本 28,830 26,800
物業經營租賃項下租賃付款 7,089 6,236
核數師酬金 1,300 1,500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及
 行政總裁的薪酬）：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 88,562 78,907
 退休金計劃供款 9,256 8,247
  

 97,818 87,154

總租金收入 (8,996) (15,498)
減：產生租金收入的直接開支 3,557 1,369
  

租金收入淨額 (5,439) (14,129)

外匯差價淨額 (3,313) 1,123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撥回） 1,251 (332)
存貨撇減（撥回）╱撥備 (7,579) 7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 (34) (22)
利息收入 (3,729) (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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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期內所得稅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期內支出 19,219 18,481

遞延所得稅 570 (1,345)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9,789 17,136
  

9. 已付及擬派付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0.3536港仙，根據於本公佈日期之 1,769,193,800股普通股計算，合共約為
人民幣 5,306,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0.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純利及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 1,768,990,000股（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765,500,000股）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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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計算乃基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53,058 34,72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於期內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1,768,990,000 1,765,500,000*

攤薄的效應 —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 16,782,000*
  

 1,768,990,000 1,782,282,000*
  

* 經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基準為現有每十股已發行股份獲發一 (1)
股之紅利發行所調整。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總成本為人民幣 61,567,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63,934,000
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物業、廠房及設備包括若干尚未取得物業所
有權證書的樓宇，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123,596,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 170,151,000元）。董事認為本集團有權合法有效地佔用
上述樓宇。董事亦認為上述事宜不會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
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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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10,281,000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0,655,000元）的若干樓宇已予抵押，作為
本集團獲批銀行貸款的擔保。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獲得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人
民幣 1,746,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21,430,000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包括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5,541,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0,596,000元）的若干
土地，其土地使用權證尚未取得。董事認為本集團有權合法及有效佔用及
使用上述土地。董事亦認為，上述事宜將不會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的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為人民幣 44,590,000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5,158,000元）的若干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已予抵
押，作為本集團獲批銀行貸款的擔保。

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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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項 479,101 519,871
應收票據 59,036 51,932
  

 538,137 571,803
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 (4,777) (3,526)
  

 533,360 568,277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以信貸形式進行。信貸期為一至三個月。
每名客戶均有信貸上限。本集團致力對其未收回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
並設有信貸監控部門以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
餘。本集團概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升級形
式。貿易應收款項並不計息。

本集團的應收票據賬齡均在六個月內，既無逾期亦無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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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基於發票日及扣除減值虧損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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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445,639 485,461
三至六個月 19,102 26,444
六個月至一年 7,262 3,576
一年以上 2,321 864
  

 474,324 516,345
  

13.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基於發票日
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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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435,843 442,083
三至十二個月 143,190 144,350
一至兩年 1,611 1,048
兩至三年 407 940
三年以上 2,134 2,227
  

 583,185 590,648
  

應付第三方的貿易應付款項為不計息，一般於 30至 90日期內結算。應付票
據一般於六個月到期。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應付票據以本集團若干已抵押存款人民幣
55,688,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0,196,000元）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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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市埸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汽車內外結構及裝飾零件、模具及工具、空調或暖風機的
外殼和貯液筒及其他非汽車產品的製造及銷售業務。

汽車工業在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繼續呈穩定增長。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CAAM）的統計，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共生產超過 13,530,000輛汽車，並售
出超過 13,350,000輛，同比增長分別 4.6%和 3.8%。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前十大汽車製造商的銷量約達 11,800,000輛，佔中
國汽車總銷量的 88.5%。該十大汽車生產商當中，六名生產商已與華眾集
團建立了業務關係。與行業領導者的穩固合作關係，為本集團提供了一個
強而有力的立足點，得以充分把握汽車產業的增長。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約為人民幣
830,695,000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806,173,000元增加約3.0%。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母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53,058,000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34,721,000元增加約52.8%。

天津及青島新增製造設施仍在興建當中，預期於本年度較後時期完工及投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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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五大類產品：

(i) 汽車內外結構及裝飾零件；

(ii) 模具及工具；

(iii) 空調╱暖風機外殼╱貯液筒；

(iv) 非汽車產品；及

(v) 銷售原材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收益  收益
 （未經審核） 毛利率 （未經審核）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汽車內外結構及裝飾零件 629,464 31.9 607,286 30.3
模具及工具 44,620 17.5 39,874 16.0
空調╱暖風機外殼╱貯液筒 97,281 18.7 89,119 16.7
非汽車產品 31,524 21.0 37,691 21.8
銷售原材料 27,806 3.4 32,203 5.0
   

總計 830,695 28.2 806,173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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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汽車內外結構及裝飾零件總收益為
人民幣 629,464,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607,286,000元），
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收益 75.8%（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75.3%）。增加主要原因為擴展新市場及客戶所致。毛利率由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0.3%輕微上升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1.9%。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模具及工具收益為人民幣
44,620,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39,874,000元），佔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總收益 5.4%（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4.9%）。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6.0%增加
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7.5%。毛利率增加主要因為期
內運營效率提升所致。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空調╱暖風機外殼╱貯液筒收益為
人民幣 97,281,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89,119,000元），佔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收益 11.7%（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11.1%）。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6.7%上升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8.7%。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非汽車產品收益為人民幣
31,524,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37,691,000元），佔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收益 3.8%（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4.7%）。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21.8%輕微
下降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21.0%。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原材料的收益為人民幣
27,806,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32,203,000元），佔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總收益的 3.3%（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4.0%）。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率為 3.4%，
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下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體毛利率輕微上升至 28.2%（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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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收入及收益為人民幣
16,127,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16,409,000元），較二零
一六年同期輕微下跌約 1.7%。

銷售及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
59,351,000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的人民幣 55,481,000元上升約 7.0%。增
加主要是由於銷售額增加令包裝開支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
101,017,000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的人民幣 96,415,000元增加約 4.8%。
此主要因為期內其他雜項稅務開支（如城建稅）所致。

分佔合營企業的溢利或虧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分佔合營企業溢利為人
民幣 5,093,000元，而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分佔合
營企業虧損為人民幣 2,086,000元。有關變動主要乃因期內實行成本控制所
致。

融資收入

本集團融資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3,705,000
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3,729,000元，輕微
增加約 0.6%。融資收入增加主要乃因平均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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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本集團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21,178,000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21,787,000元，增加約 2.9%。融資成本增加主要由於期內平均銀行借款增
加所致。

稅項

本集團稅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7,136,000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9,789,000元，增加約 15.5%。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應課稅溢利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約為人民
幣 120,227,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為人
民幣 101,428,000元）。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主要乃因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
票據減少、存貨以及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所致。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 98,396,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人民幣 78,143,000元）及融資活動所產生現金
流淨額約為人民幣 13,191,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融資活動所產
生現金流淨額人民幣 9,225,000元）。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主要為購買物
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以及土地使用權。融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主要來
自新增銀行貸款。

由於上述累計影響，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的
現金流入淨額為人民幣 35,022,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現金流入
淨額人民幣 32,5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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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現金及銀行
存款（含無抵押定期存款））約為人民幣 224,07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 187,987,000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銀行借款約為人民幣 874,203,000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791,720,000元），其中人民
幣 650,204,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09,388,000元）應
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的借款須按年利率 2.20%至 6.72%計算應付利息。
本公司董事會預期銀行借款將會由內部產生資金償付或到期後延期，並將
會持續向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提供資金。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資本承擔為人民幣 203,066,000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08,619,000元），用於購買物業、
廠房及設備。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銷售及採購主要以人民幣及歐元計值。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歐元計值。借款以人民幣、美元及歐元計值。由
於本集團所承受之匯率波動風險不大，因此本集團目前並無使用任何外幣
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將會密切監控本集團的外匯風險，同時將會於對
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時考慮對沖外匯風險。

股本架構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已根據行使購股權以每股 0.56港元之價格發行
3,358,000股普通股。

紅股發行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已根據紅股發行 160,835,800股普通股，基
準為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六日每十股已發行現有股份獲發一 (1)股紅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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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款之普通股總數為
1,769,193,800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若干計息銀行借款由本集團的資產約
人民幣 140,172,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95,765,000
元）作抵押。已抵押的資產賬面值載列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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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81 10,655
投資物業 2,508 2,63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4,590 45,158
已抵押存款 82,419 37,320
  

總計 139,798 95,76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賬面總值約為人民幣 55,688,000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人民幣 50,196,000元）的存款乃作抵押，以擔保
發行應付票據。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約為 66.4%（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9%）。資本負債比率按債務淨額（包括計息銀行借
款、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以及應付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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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及最終控股股東款項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資本總額（包括母公司擁
有人應佔權益）加於回顧期末時的負債淨額計算。

持有的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

計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或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於本
中期公佈日期，董事會並無就任何重大投資或添置資本資產授權制訂任何
計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員工 2,611名（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2,559名）。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員工成本
（不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薪酬）約為人民幣 97,818,000元（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約為人民幣 87,154,000元）。本集團的薪酬政策符合相關
法例、市況以及本集團員工的表現。

前景

展望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經濟持續好轉，只有若干範疇出現輕微放緩。長
遠來看，未來數年國內汽車產業仍將持續平穩增長。單從二零一七年上半
年之數字來看，汽車工業成功維持穩定增長。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二
零一七年一月至六月期間之銷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3.8%，預期下半年依然
會繼續攀升。

車輛數量增長對中國能源供應及環境造成巨大壓力。因此，汽車製造商正
更努力生產輕型汽車，以減少能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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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塑料為最重要之汽車輕量化材料，因此具強勁增長潛力。隨著技術不
斷進步以提高其強度、拉伸性能及硬度，在汽車製造業，塑料之應用已從
裝飾件發展至結構之功能，例如保險槓、引擎蓋組件及汽車框架。

本集團將仍然實行「致力產品研發及工程，並實行策略性投資」之發展策
略，在聲譽及市場佔有率而言成為中國領先汽車車身零件製造商。

最後，我們謹此重申，盡量加大股東價值，同時遵循最高水平之企業管
治，仍為我們的首要事務。

前瞻陳述聲明

上述管理層討論與分析包含財務狀況的某些前瞻性陳述及本集團運營和業
務的成果。這些前瞻性陳述僅代表本公司對未來事件的預期或信念，並涉
及已知和未知的風險以及不確定的因素可能導致實際結果、業績或事件與
明示或暗示的陳述等產生重大差異。

前瞻性陳述涉及內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股東及投資者等讀者務請注意，
在某些情況下，一些因素可能導致實際結果與預期或暗示的任何前瞻性陳
述等產生重大差異。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作為
本公司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除以下
所述有所偏離外，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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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6.7條及第E.1.2條

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並對本公司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而守則條文第E.1.2條
則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周敏峰先生（董事會主席）、四名非執行董事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其他
公務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之詳情，將於本公司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內之企業管
治報告刊載。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規管本公司全體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條文。全體董
事宣稱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段期間內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有關交易的規定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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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3536港仙（按 1兌 0.84823匯率計算，相當
於約人民幣 0.2999分）（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無）。於二零一七年九月
二十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將獲派中期股息，預期該派付
會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前後作出。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認股東獲派中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至二零
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包括首尾兩日）將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其
期間本公司概無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息，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遞交
至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22樓，以辦理登記。

審核委員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由三名成員組成，即於樹立先生（主席）、田雨時先生及徐家力先生，彼等
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的首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財務報
告過程、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系統。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經
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而審核委員會認為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中期業績公佈乃根據適用會計準則、規則及規例進行編製且已作出
妥當披露。

本公佈之財務資料已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披露。審核委員會已監察本集
團的財務報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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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將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cn-huazhong.com）刊發。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東
寄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
規定的一切資料，並將會登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華眾車載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敏峰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周敏峰先生、劉根鈺先生及常景洲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賴彩絨女士、王玉明先生、何積豐先生及管欣先生；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王聯章先生、於樹立先生、田雨時先生及徐家力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