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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EROSPAC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航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1）

2008年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航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局（「董事局」）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止2008年6月30日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及財務報表，連同2007年同期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止2008年6月30日六個月
  截止2008年  截止2007年
  6月30日  6月30日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804,542  727,523

銷售成本  (620,241 ) (547,961 )    

毛利  184,301  179,562

其他收入  62,067  140,213

分銷費用  (26,220 ) (22,877 )

行政費用  (109,428 ) (103,380 )

投資物業公允值的變動  6,450  13,812

財務費用  (1,081 ) (5,916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3,828 ) (8,410 )    

稅前溢利 4 112,261  193,004

稅項 5 (19,492 ) (34,055 )    

本期溢利  92,769  158,949    

分配於：
 本公司股東權益  93,340  157,806
 少數股東權益  (571 ) 1,143    

  92,769  158,949    

每股盈利–基本 6 3.6港仙  6.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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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08年6月30日

  於2008年  於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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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570  692,464
 預付租賃款  594,259  65,493
 投資物業  313,506  159,732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56,554  56,732
 可供出售投資  80,941  127,899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0,560  110,560    

  1,753,390  1,212,880    

流動資產
 存貨  197,119  141,57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 371,511  348,773
 預付租賃款  13,744  2,308
 應收貸款  73,707  93,849
 於收益賬按公允值處理的金融資產  27,947  31,946
 應退稅款  4,371  1,412
 已抵押銀行存款  22,944  －
 銀行結餘及現金  917,308  1,144,957    

  1,628,651  1,764,824
列為待售資產  －  30,332    

  1,628,651  1,79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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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08年6月30日（續）

  於2008年  於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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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666,283  670,712
 應付聯營公司款  1,050  1,050
 應付稅款  68,396  51,251
 有抵押銀行貸款  17,500  17,500
 其他貸款  8,172  7,682
 融資租賃承擔  －  44    

  761,401  748,239    

流動資產淨值  867,250  1,046,91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20,640  2,259,797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貸款  141,401  148,901
 遞延稅款  21,169  29,843    

  162,570  178,744    

  2,458,070  2,081,05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57,090  257,090
 儲備  1,862,872  1,744,516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119,962  2,001,606
少數股東權益  338,108  79,447    

  2,458,070  2,08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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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止2008年6月30日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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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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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2007年12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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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詮釋（「新詮釋」），並於本集團自
2008年1月1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1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12 服務經營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14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界定利益資產之限制、
  最低資金需要及其相互關係

採用該等新詮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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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業務類別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13 客戶忠誠計劃 3

1 於200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09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08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影響收購日期為2009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報期間
開始當日或其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方法。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影響母公司於一間附屬公
司之擁有權變動而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時之會計處理，有關情況將入賬列作股權交易。本公司董事
預期應用其他新的或經修訂的準則、修訂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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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按主要業務類別分析之營業額及分部業績如下：

截止2008年6月30日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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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及分銷
 注塑產品 301,867  32,277  334,144  28,725
 液晶顯示器 121,633  －  121,633  11,045
 線路板 123,824  －  123,824  18,231
 智能充電器 244,794  －  244,794  32,479
 其他產品 305  －  305  76       

 792,423  32,277  824,700  90,556
物業投資 8,602  5,656  14,258  6,227
電子產品貿易 3,517  －  3,517  (447 )
金融服務 －  －  －  36,106
證券投資 －  －  －  7,284       

 804,542  37,933  842,475  139,726
抵銷 －  (37,933 ) (37,933 ) －       

 804,542  －  804,542  139,726     

未分配企業收入       17,337
未分配企業支出       (39,893 )       

       117,170
財務費用       (1,081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3,828 )       

稅前溢利       112,261
稅項       (19,492 )       

本期溢利       92,769       

業務類別間的銷售以市場價作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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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分類資料（續）

截止2007年6月30日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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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及分銷
 注塑產品 282,922  35,739  318,661  28,001

 液晶顯示器 128,625  －  128,625  11,936

 線路板 95,309  －  95,309  16,731

 智能充電器 210,726  －  210,726  34,878

 其他產品 －  －  －  (1,030 )       

 717,582  35,739  753,321  90,516
物業投資 8,105  4,318  12,423  32,432
電子產品貿易 1,836  －  1,836  (698 )
證券投資 －  －  －  1,672       

 727,523  40,057  767,580  123,922
抵銷 －  (40,057 ) (40,057 ) －       

 727,523  －  727,523  123,922     

未分配企業收入       110,424
未分配企業支出       (27,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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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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前溢利

 截止2008年  截止2007年
 6月30日  6月30日
 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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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1,079
物業、機械及設備之折舊 21,980  23,277
物業、機械及設備之重估虧損 2,911  －
應收貸款減值準備回撥 (36,106 ) －
出售列為待售資產的收益 (3,032 ) (3,005 )
於收益賬按公允值處理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值變動 (7,284 ) (1,672 )
利息收入 (7,036 ) (7,035 )
出售零成本的預付租賃款之溢利 －  (16,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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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詢服務
所獲取的佣金收入，已被列入其他收入內。

5. 稅項

 截止2008年  截止2007年
 6月30日  6月30日
 六個月  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840  3,784
 中國企業所得稅 25,485  27,937   

 28,325  31,721   

遞延稅項
 本期 (8,184 ) 2,334
 由於稅率變動產生 (649 ) －   

 (8,833 ) 2,334   

所得稅支出 19,492  34,055   

香港利得稅的確認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務年度的預計加權平均所得稅年利率的最佳預測所定。
於2008年6月26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08年收入條例草案」，其中包括由 2008至2009課稅年度開始生
效的調低公司利得稅稅率1%達至16.5%。該調減的影響已於計量截止2008年6月30日六個月的本期稅
項及遞延稅項中反映。截止2008年6月30日六個月所採用的預計平均所得稅年利率為16.5%（2007年：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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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於2007年12月6日，中國國務院頒佈新法的實施細則。新法及實施細則的推行使境內投資
及外商投資企業的所得稅率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按若干過渡性安排統一為25%。本公司若
干位於中國深圳經濟特區的附屬公司，其於中國所獲得的應課稅利潤需按照企業所得稅稅率18%
（2007年：15%）計算本期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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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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40,000元（2007年：港幣
157,806,000元），按期內已發行股份2,570,904,000股（2007年：2,310,925,000股*）計算。

* 已根據本公司於2007年7月向本公司合資格股東按每5股現有股份換取1股港幣0.10元普通股發
售股份的基準，以每股港幣0.90元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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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30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包括應收貿易賬款港幣276,653,000元（2007年12月31日：港幣
310,54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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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於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內 276,653  302,267

91日至180日 －  8,281   

 276,653  310,548   

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2008年6月30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包括應付貿易賬款港幣308,372,000元（2007年12月31日：港幣
304,965,000元）。

應付貿易賬款於結算日之歲齡分析如下：

 於2008年  於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0日內 275,345  283,661

91日至180日 12,986  166

181日至365日 146  95

1年至2年 91  602
超過2年 19,804  20,441   

 308,372  30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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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業績概覽

本集團截止2008年6月30日的上半年營業額為港幣804,542,000元，與2007年同期的營業額
港幣727,523,000元相比，增加10.59%；上半年的溢利為港幣 92,769,000元，與2007年同期的
溢利港幣158,949,000元相比，減少約41.64%；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93,340,000元，與 2007年
同期的溢利港幣157,806,000元相比，減少40.85%；每股盈利為港幣0.036元，與2007年同期
的每股盈利港幣0.068元相比，減少47.06%。

上半年的溢利和股東應佔溢利的減少主要是由於去年同期內錄得港幣105,187,000元的
一次性非經常性的收益。如不計入去年的非經常性的收益，2008年上半年的盈利增加
72.55%、股東應佔溢利增加 77.39%。

考慮到本公司未來發展可能對資金的需求，董事局建議不派發截止2008年6月30日的中
期股息。

科技工業

截止2008年6月30日，科技工業的營業額約為港幣792,423,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0.43%。
在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整體成本上漲、人民幣持續升值等不利因素下，科技工業進一
步加強市場開拓、提高管理水平、控制成本費用支出，實現經營溢利港幣90,556,000元，
與去年同期相約。

科技園綜合開發

上海航天科技產業園

上海航天科技產業園的業務進展良好。首個入園項目已經進園建成投產，正籌備進園的
項目包括新能源項目、稀土電機項目和上海空間推進研究所項目等。近期，上海航天科
技產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航天」）將促進上海航天科技產業園已確定的入園項目
儘早落地、加快園區配套建設的進程、推進景觀規劃與建設和加強招商等工作。同時，
上海航天就建設上海航天科普園展開了前期調研工作，並正在與上海市政府的有關部
門洽談項目的未來發展可行性和初步建設規劃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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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國際中心

本公司透過屬下的合資公司深圳市航天高科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深圳航天」），於2008年
3月以公開招標方式投得位於南山后海中心區一幅地盤面積10,458.44平方米的商業性辦
公用途土地的土地使用權，代價為人民幣495,000,000元。深圳航天現正籌備「航天國際中
心」（前稱「深圳航天科技大廈」）的規劃和建設工作，預期在明年初動工。

南山后海中心區已被明確定位為以金融、商務辦公、商業服務、公共設施為主的現代化
的具有濱海環境氣息的城市區域中心區。相信在政府對南山后海中心區的規劃和西部
通道開通的促進下，南山區將成為深圳寫字樓市場的新熱點。

海南航天發射場配套區

本公司間接全資的航天海南控股有限公司與海南省文昌市政府於2008年8月20日簽訂了
《海南航天發射場配套區項目建設和土地成片開發協議》，總投資額約人民幣1,200,000,000
元，標示著本公司正式啟動海南項目的發展。

本公司將透過與主要股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航天」）屬下的航天時代置業發
展有限公司成立的合資企業，組織和實施配套區項目建設和土地成片開發。目前，配套
區的總體規劃已獲得了海南省政府的批准，預期整個配套區的基礎設施將於 2013年建
成。

航天發射場配套區位於海南省文昌市，規劃佔地約400萬平方米（6,100畝），擁有約4公里
長海岸線。規劃建設內容包括：航天科技服務區、航天主題公園、航天商務休閒區和航
天生活配套區等。

展望

在主要股東中國航天的大力支持下，本集團過去兩年已陸續啟動了不同的關鍵項目，
令科技園綜合開發業務的業務架構逐步建立，並成為本公司的主要業務之一。展望下半
年，本公司將在董事局的領導下，密切關注周邊經濟環境的變化，採取措施防範各種潛
在的風險，繼續保持科技工業業務穩定發展。在科技園綜合開發業務方面，上海航天科
技產業園、深圳航天國際中心和海南航天發射場配套區土地成片開發項目均進入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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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劃和實施階段，本集團需完善各種管理制度，合理調配內部資源，進一步加強項目
的執行和監管。董事局相信，科技園綜合開發業務將會成為本公司未來主要的經濟增長
點，為股東們創造更大的價值。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費用

本集團2008年上半年的行政費用為港幣 109,428,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略增約 5.85%，主
要原因是拓展新業務令人力資源費用和管理費用增加。本公司按原定計劃，在去年的公
開發售完成後還清了大部分債務，令財務費用下降至港幣1,081,000元，較去年同期的港
幣5,916,000元相比大幅減少約 81.73%。

資產

於2008年6月30日，本 集 團 的 總 資 產 為 港 幣3,382,041,000元，其 中 非 流 動 資 產 為 港 幣
1,753,390,000元，與去年年底的港幣1,212,880,000元相比大幅增加約44.56%，主要是由於本
公司屬下的深圳航天於2008年3月份以人民幣495,000,000元投得一幅位於深圳的土地；流
動資產為港幣 1,628,651,000元，與去年年底的港幣1,795,156,000元相比減少約9.28%。除少
數股東權益後，股東應佔權益為港幣2,119,962,000元，與去年年底的港幣2,001,606,000元相
比增加約5.91%。按已發行股本 2,570,903,882股計算，股東應佔每股權益為港幣0.82元。

本集團現有若干資產被抵押予銀行以獲得貸款，貸款利率以定息年1.25%計算，而餘下
按揭貸款年期約為 3年。

債務及或然負債

於200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總負債為港幣923,971,000元，與 2007年年底的總負債金額相
若。於200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的或然負債。

財務比率

於2008年上半年，本集團毛利率為22.91%，較2007年同期的24.68%有所下降；淨資產收益
率為4.40%，較2007年同期的11.12%大幅減少，減少的原因主要是2007年同期錄得一項非
經常性收益；資產負債比率為27.32%，較2007年年底的30.82%進一步改善；流動比率、速
動比率分別為2.14和1.88，處於比較合理的水平，但較2007年年底的2.40和2.21略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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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

本集團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內部資源及銀行信貸。於2008年6月30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港幣1,050,812,000元，主要貨幣為港元和人民幣。

本公司從2007年進行公開發售所獲得的股東資金，已動用了港幣146,900,000元償還債務、
港幣82,820,000元作為上海航天科技產業投資有限公司的註冊股本、部份作為營運資金，
仍餘下的少量款項存放在銀行帳戶上。

資本開支

於200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港幣 18,898,000元（2007年12月31日：港幣 8,047,000
元）。隨著深圳航天擬興建深圳航天國際中心及本公司於海南航天發射場配套區進行土
地開發項目，預期本集團未來的資本開支會相應地增加。

財務風險

本集團定期對其資金流動及融資情況作出審查，現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對
沖匯率及利率的風險。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2008年6月30日，本集團約有 6,000名員工分佈在內地及香港。本集團員工的薪酬政策
是由管理層根據其表現資歷和能力而釐定；而董事的薪酬是由薪酬委員會參照本公司
業績、個人表現和可比的市場數據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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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止2008年6月30日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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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非執行董事金學生先生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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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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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的薪酬委員會的成員現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鄒燦林先生、羅振邦先生及王
俊彥先生和三位非執行董事陳清霞女士（主席）、陳學釧先生和李紅軍先生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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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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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根據所提供的資料，
所有董事在該段時間均有遵守該標準守則的規定。

於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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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後事項

本公司於2008年8月20日公佈，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航天海南控股有限公司（「航
天海南」）與海南省文昌市政府簽署土地開發協議，擬於海南省文昌市航天發射場配套區
進行土地成片開發項目，總投資額為人民幣1,200,000,000元（約為港幣1,357,466,063元），其
中包括人民幣670,000,000元（約港幣757,918,552元）作為建設基礎設施的用途，以及人民幣
530,000,000元（約港幣599,547,511元）以支付土地拆遷、安置和其他支出。同日，航天海南
與主要股東中國航天屬下間接附屬公司航天時代置業發展有限公司簽署出資人協議，
擬於海南省文昌市成立一間合資企業以進行上述的土地開發項目。上述的交易構成本
公司一項主要交易和一項主要及關連交易，需獲得股東在擬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的
批准。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08年8月 20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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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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卓

香港，2008年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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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卓先生（主席） 鄒燦林先生
周慶泉先生 陳學釧先生 羅振邦先生
吳紅舉先生 李紅軍先生 王俊彥先生
郭先鵬先生 陳清霞女士
 徐建華先生
 金學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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