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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EROSPAC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航  天  科  技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31）

2007年中期業績公告

航天科技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局（「董事局」）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及財務報表，連同2006年同期比
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2007年 截至2006年
6月30日 6月30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727,523 705,775
銷售成本 (547,961) (516,761)

毛利 179,562 189,014
其他收入 140,213 12,745
分銷費用 (22,877) (24,692)
行政費用 (103,380) (98,970)
投資物業公允值之變動 13,812 850
財務費用 (5,916) (9,495)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8,410) (3,793)

稅前溢利 4 193,004 65,659
稅項 5 (34,055) (12,109)

本期溢利 158,949 53,550

分配於：
　本公司股東權益 157,806 53,473
　少數股東權益 1,143 77

158,949 53,550

每股盈利－基本 6 6.8港仙 2.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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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07年6月30日

於2007年 於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械及設備 657,616 634,124
　預付租賃款 63,325 61,888
　投資物業 157,509 160,562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57,933 63,831
　可供出售投資 117,395 101,331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0,560 110,560

1,164,338 1,132,296

流動資產
　存貨 177,754 134,10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 439,777 267,198
　預付租賃款 2,220 2,153
　應收貸款 70,269 70,269
　持作買賣投資 1,591 －
　應退稅款 1,225 1,4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45,252 －
　銀行結餘及現金 638,810 658,756

1,376,898 1,133,882
待售資產 28,041 20,300

1,404,939 1,154,18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682,300 591,307
　應付聯營公司款 1,050 1,050
　應付主要股東款 104,537 116,161
　應付稅款 70,522 40,927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1,225 2,634
　有抵押銀行貸款 42,235 65,172
　其他貸款 7,389 7,167

909,258 824,418

流動資產淨值 495,681 329,76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60,019 1,46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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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2007年6月30日

於2007年 於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貸款 158,901 166,401
　遞延稅款 26,243 22,616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後到期 － 44

185,144 189,061

1,474,875 1,272,99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14,242 214,242
　儲備 1,204,252 1,006,170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418,494 1,220,412
少數股東權益 56,381 52,587

1,474,875 1,272,999



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和金融工具按公允值計量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是按歷史成本為編製基礎。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告一致。

於本中期會計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並於本集團自2007年1月1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7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
嚴重通脹經濟的財務報告採用重列法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8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的範圍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9 再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10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5

1 於2007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06年3月1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06年5月1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06年6月1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2006年11月1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採用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及以往會計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因此並
無作往年度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準則或詮釋對本集
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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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分類資料

按業務類別劃分

本集團按主要業務類別分析之營業額及分部業績如下：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業務類別間 分部

對外銷售 銷售 總額 業績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製造
　注塑產品 282,922 35,739 318,661 33,442
　液晶顯示器 128,625 － 128,625 11,936
　線路版 95,309 － 95,309 16,731
　智能充電 210,726 － 210,726 34,878
　其他產品 － － － (4,058)

717,582 35,739 753,321 92,929
物業 8,105 4,318 12,423 36,750
貿易 1,836 － 1,836 (698)

727,523 40,057 767,580 128,981
抵銷 － (40,057) (40,057) (9,759)

727,523 － 727,523 119,222

未分配企業收入 111,647
未分配企業支出 (23,539)

207,330
財務費用 (5,91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8,410)

稅前溢利 193,004
稅項 (34,055)

本期溢利 158,949

業務類別間的銷售以市場價作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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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業務類別間 分部
對外銷售 銷售 總額 業績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製造
　注塑產品 277,172 34,915 312,087 32,336
　液晶顯示器 123,463 － 123,463 9,852
　線路版 104,227 － 104,227 24,686
　智能充電 193,341 － 193,341 27,971
　其他產品 2,327 － 2,327 (3,453)

700,530 34,915 735,445 91,392
物業 5,242 4,969 10,211 8,666
貿易 3 － 3 (300)

705,775 39,884 745,659 99,758
抵銷 － (39,884) (39,884) (10,253)

705,775 － 705,775 89,505

未分配企業收入 6,501
未分配企業支出 (17,059)

78,947
財務費用 (9,495)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3,793)

稅前溢利 65,659
稅項 (12,109)

本期溢利 53,550

業務類別間的銷售以市場價作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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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前溢利

截至2007年 截至2006年
6月30日 6月30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預付租賃款攤銷 1,079 1,045
物業、機械及設備之折舊 23,277 22,029
出售待售資產之溢利 (3,005) －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溢利 (1,640) (2,068)
出售零成本的預付租賃款之溢利 (16,214) －
利息收入 (7,035) (5,557)
服務收入（註） (105,187) －

註： 該數額為本公司一附屬公司向一位第三者就其持有的若干證券投資作出安排及提供諮詢服務所獲
取的佣金收入，已被列入其他收入內。

5. 稅項

截至2007年 截至2006年
6月30日 6月30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3,784 2,160
　中國企業所得稅 27,937 9,216

31,721 11,376
遞延稅項 2,334 733

所得稅支出 34,055 12,109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7.5%計算。其他司法地區產生的稅項則按當地的有
關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規定，本公司若干的附屬公司按有關優惠於減稅期內均可享有稅項寬減或豁免。
所得稅按稅項優惠之稅率計算。

於2007年3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根據主席令第63號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
稅法」），自2008年1月1日生效。由於新稅法的詳細實施細則仍未公佈，因此本集團未能就新稅法對本
公司來年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預期財務影響作出評估。新稅法的立法預期不會對簡明綜合資產負債
表上應付稅款及遞延稅項預提的數額有任何重大的財務影響。



8

6. 每股盈利－基本

本期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港幣157,806,000元（2006年：港幣
53,473,000元），按期內已發行股份2,310,925,000股（2006年：2,310,925,000股）計算及已按於2007年6月
30日後完成的以每股港幣0.90元公開發售428,483,980股發售股份的影響作出調整。

7. 股息

本公司於期內未有派發股息。董事不擬派發中期股息。

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2007年6月30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包括應收貿易賬款港幣236,575,000元（2006年12月31日：港幣
229,827,000元）。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的平均放賬期為90日。

應收貿易賬款於結算日之歲齡分析如下：

於2007年 於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內 236,575 221,637
91日至180日 － 8,190

236,575 229,827

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2007年6月30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包括應付貿易賬款港幣326,721,000元（2006年12月31日：港幣
268,350,000元）。

應付貿易賬款於結算日之歲齡分析如下：

於2007年 於200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內 293,715 236,508
91日至180日 2,756 5,872
181日至365日 4,645 348
1年至2年 316 5,256
超過2年 25,289 20,366

326,721 268,350



9

業務回顧

2007年是本集團資產結構得到調整和優化之後、開始實施新的發展戰略的一年。上半年，
為配合本集團的發展戰略，本公司抓住香港資本市場蓬勃發展的機遇，在資本市場上進行
了公開發售，集資港幣3.86億元。本次集資活動獲得股東們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滿意的效
果。同時，本集團繼續加大市場開拓力度，加強成本控制，降低財務費用，主要業務保持
了穩定發展的勢頭，各項主要財務指標持續改善。

2007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總營業額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約3%。在科技工業業務面對激烈市
場競爭、整體成本上漲的壓力，例如工資及原材料等直接成本上調、人民幣升值和國內對
加工貿易政策調整等不利因素下，集團的毛利率保持在25%的水平，但較去年同期略減少
約2%。截止2007年上半年，科技工業的營業額約為港幣753,321,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2.4%；經營溢利則為港幣92,929,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7%。智能充電系統和液晶顯
示器業務表現較為突出，分別錄得營業額港幣210,726,000元及港幣128,625,000元，較去年
同期增長9.0%和4.1%，而經營溢利則分別為港幣34,878,000元及港幣11,936,000元，較去年
同期分別上升24.7%和21.1%。注塑業務的營業額為港幣318,661,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2.1%，經營溢利為港幣33,442,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4%。線路板業務受到訂單減少及客
戶要求降價的壓力令上半年業務下跌，營業額為港幣95,309,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8.5%，
經營溢利為港幣16,731,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2.2%。

本集團於惠州工業園擴建的新廠房已於2007年上半年投入使用，提供約45,000平方米的新增
廠房面積，主要為科技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作配套使用，亦將為科技工業未來增長注入新的
動力。

本集團通過全資附屬公司航科新世紀科技發展（深圳）有限公司與上海閔行區政府的下屬公
司合資組建的上海航天科技產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合營企業」）的業務進展良好。於2007
年上半年，合營企業已完成了航天科技產業園區控制規劃的編制和審批、以及開展了基礎
工程的建設等工作。合營企業將陸續為航天科技產業園引入不同的企業及項目，涉及的業
務包括但不限於新能源、稀土電機和複合材料等。預期合營企業在未來將會吸引更多具潛
力的高科技企業進入航天科技產業園內發展。

因應中國經濟及資本市場蓬勃發展，本集團於上半年在嚴格控制投資風險的前提下於內地
及香港的資本市場進行了投資及提供相關的諮詢服務，為本集團帶來約港幣1.05億元的額外
收益。

本集團於2006年與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簽署資產置換的協議。按照該協議的安排，本集
團收購了東莞市華頓實業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在完成收購後，該公司陸續出售其土地及
物業資產。2007年6月，該公司將尚餘的土地資產出售予獨立人士。交易預期在2007年下半
年完成，而有關溢利將在2007年年度業績中反映。

本公司於2007年6月宣佈以公開發售的方式，按每持有五股股份可獲配發一股發售股份及每
股發售股份港幣0.90元的基準，發行428,483,980股發售股份，以籌集資金約港幣3.86億元。
在股東熱烈的支持下，公開發售獲得約3倍的認購。公開發售已於2007年7月全部完成，有
關詳情請參閱日期為2007年6月6日和2007年7月17日的公告及2007年6月27日致股東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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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公開發售有助強化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同時讓全體股東享有均等機會增加於本公司的
投資及參與本公司的未來發展。公開發售所籌集的資金在扣除成本後約為港幣3.78億元，當
中約港幣8,000萬元將計劃撥作航天科技產業園的投資、約港幣1.57億元用於償還債務，而
餘下的資金將作為額外營運資金。

展望

本集團一直與主要股東就拓展新業務的方向和戰略緊密交流，為本集團新業務的發展建立
了一定的基礎。目前，本集團已經對科技園綜合開發和土地及物業發展等領域的相關項目
展開了調研和論證。展望2007年下半年，本公司在董事局的領導下將繼續保持科技工業業
務的穩定發展，提升銷售和盈利能力；同時力求在新的業務發展領域，特別是科技園綜合
開發和土地及物業發展等項目上取得突破，成為本集團未來業績的主要增長點，並為股東
們的投資創造更大的價值。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未經審核的中期業績為：營業額約為港幣727,523,000元，較2006
年同期的營業額相比增加約3%；行政費用為港幣103,380,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約
4.4%；財務費用為港幣5,916,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減少約37.7%；股東應佔溢利約為
港幣157,806,000元，與2006年同期的溢利港幣53,473,000元相比，大幅增加約195%。2007年
上半年，本集團淨資產收益率為11.12%。因應公開發售428,483,980股發售股份的影響，按
經調整已發行股份的股數2,310,925,000股計算，每股盈利為港幣0.068元。董事建議不派發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的中期股息。

2007年上半年的營業額與2006年同期相比錄得輕微升幅，主要是在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和
整體成本上漲的壓力下，科技工業業務仍然能維持穩定增長；行政費用較2006年同期增加
的原因是拓展新業務而導致人力資源費用和管理費用的增加；財務費用較2006年同期減少
的原因是應付主要股東款的減少，有關的利息支出亦相應地減少；總溢利較2006年同期大
幅增加的原因是本集團於期內出售若干投資物業，以及屬下一間附屬公司提供投資諮詢服
務而取得約港幣105,187,000元的溢利。

於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未經審核的總資產為港幣2,569,277,000元，其中非流動資產為港
幣1,164,338,000元，流動資產為港幣1,404,939,000元；總負債為港幣1,094,402,000元，其中
非流動負債為港幣185,144,000元，流動負債為港幣909,258,000元。除少數股東權益後，股
東應佔權益為港幣1,418,494,000元；按照經調整的發行股本2,310,925,000股計算，每股資產
淨值為港幣0.61元。資產負債比率、流動比率分別為42.59%和1.55，較去年年底的44.32%和
1.40有所改善。隨著公開發售的完成，本公司獲得約港幣3.86億元的股東資金，使本公司的
流動資產相應增加。本公司將動用部份集資款項償還債務，流動負債會相應減少，因此預
期本集團於2007年下半年的財務費用將會大幅度減少、財務比率會進一步改觀。於2007年
6月30日，除於本公司的2007年中期報告中有關「公司管治」段落所披露的訴訟外，本集團並
無其他重大的或然負債。

本集團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內部資源及銀行信貸。於2007年6月30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幣
794,622,000元，主要貨幣為港元，其他為人民幣和美元。本集團定期對其資金流動及融資
情況作出審查，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對沖匯率及利率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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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有若干資產被抵押予銀行以獲得貸款，貸款利息約以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邊際利
率來計算，而餘下按揭貸款年期約為5年。

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根據僱員的資歷、經驗及工作表現，並參照市場行情而確定。本集團
將不斷提高人力資源管理水平、嚴格實行以績效為核心的考核制度，以推動僱員不斷提升
個人表現及對本集團的貢獻。於2007年6月30日，本集團約有6,300名員工，分佈在內地及香
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公司管治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的成員由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鄒燦林先生（主席）和羅振邦先生、一位
非執行董事王玉軍先生組成。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討論及通過經核數師德勤‧關
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的2007年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的薪酬委員會的成員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鄒燦林先生、羅振邦先生及王俊彥先生
和兩位非執行董事陳清霞女士（主席）和龔波先生組成。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能為制定薪酬
政策並決定各董事的薪酬。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股份利益

於2007年6月30日，本公司並無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其有關連的人仕實益或非實益持
有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或其聯繫公司的股份、認股權證及購股權而須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份記錄於董事權益登記冊內，又或按照《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的
規定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
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守則，本公司已向各董事個別地查詢在2007年上半年內是否有根據
附錄十的規定進行本公司的證券交易，而所有董事在該段時間均有遵守附錄十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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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公司謹向本集團全體員工以及支持本集團發展的各位股東、銀行、商業夥伴、社會各界
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承董事局命
主席
馬興瑞

香港，2007年8月31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局的成員為：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趙立強先生（總裁） 馬興瑞先生（主席） 鄒燦林先生
周慶泉先生 龔波先生 羅振邦先生
趙元昌先生 陳清霞女士 王俊彥先生
吳紅舉先生 王玉軍先生
郭先鵬先生 徐建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