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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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26）

CHINA AUTOMOBILE NEW RETAIL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汽車新零售（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中國汽車新零售（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
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人民幣」）列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1）

收入 3 1,031,685 860,245

銷售成本 (754,848) (614,106)

毛利 3(b) 276,837 246,139

其他收入 4 46,497 12,647

銷售及分銷成本 (49,694) (43,921)

行政支出 (58,025) (7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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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1）

經營利潤 215,615 136,825

財務費用 5(a) (88,108) (95,033)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淨額 (40,520) (58,000)

金融資產及擔保合約的減值虧損 

轉回╱（減值虧損） 5(c) 7,925 (7,764)

商譽減值虧損 – (165,153)

除稅前利潤╱（虧損） 5 94,912 (189,125)

所得稅 6 (6,778) (19,921)

本期間歸屬於本公司權益股東的利潤╱ 
（虧損） 88,134 (209,046)

每股盈利╱（虧損）（人民幣分）
基本 7(a) 1.10 (2.60)

攤薄 7(b) 1.10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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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利潤╱（虧損） 88,134 (209,04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稅項及重分類調整）：

以後可重分類進損益的項目：
－換算為列報貨幣的匯兌差額 5,030 24,80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5,030 24,806

本期間歸屬於本公司權益股東的全面收益總額 93,164 (18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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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示）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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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21,143 505,392
投資物業 1,885,312 2,005,840
商譽 9 – –
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資產 809,267 802,314
遞延稅項資產 15,369 15,284

3,231,091 3,328,830

流動資產
存貨 192,375 180,19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949,600 860,616
預付款 10 69,163 148,447
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資產 80,341 80,296
有限制現金 169,043 194,437
現金及現金等值 373,841 332,738

1,834,363 1,796,73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 1,441,350 1,493,412
銀行及其他貸款 2,072,715 2,480,464
應付所得稅 63,757 72,795
租賃負債 15,367 13,182

3,593,189 4,059,853

淨流動負債 (1,758,826) (2,263,12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72,265 1,065,708



5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承付票 317,516 314,743

銀行及其他貸款 450,061 95,780

租賃負債 34,268 29,153

遞延稅項負債 457,982 506,758

1,259,827 946,434

資產淨值 212,438 119,27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b) 69,888 69,888

儲備 142,550 49,386

總權益 212,438 119,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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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
用披露規定而編製，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其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獲授權刊發。

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與二零二一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的會計政策而編製，惟預
期將會於二零二二年度全年財務報表內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任何會計政策變動的詳
情載於附註2內。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而該等
判斷、估計和假設可影響政策的應用及由年初至今就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所報告的金額。
實際結果可能與此類估計存在差異。

中期財務資料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若干附註解釋。有關附註包括對於理解本集團的財
務狀況及表現自二零二一年度全年財務報表以來的變動屬於重大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的整套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管理層承諾進行擴大其汽車業務及出售非汽車
業務的計劃。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訂立協議，以出售非汽車業務，其包括(i)

製造及貿易分部；(ii)零售分部；(iii)批發分部；及(iv)投資控股分部（統稱為非汽車經營業務），
有關代價為人民幣1,250,000,000元（「建議出售事項」）。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財務報表內，本集團在綜合損益表內將非汽車經營業務的業績作為「本年度來自已終止
經營業務的虧損」單獨列報，而非汽車經營業務的資產及負債則在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列為持
有待售。

然而，管理層重新評估，結論為，建議出售事項並非很可能。本集團不再將非汽車經營業務
劃分為持有待售，並相應重列比較損益表及其附註。比較財務狀況表並無因評估有變而重
新列報。建議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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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

持續經營

編製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計量基準是歷史成本基準，惟以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
益的金融資產以及投資物業除外，其按其公平值列值。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淨流動負債為人民幣1,758,800,000元（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2,263,100,000元），其中包括銀行及其他貸款人民幣2,072,700,000元（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80,500,000元）以及應付票據人民幣157,600,000元（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48,000,000元），其須於一年內償還。於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
人民幣1,018,000,000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22,600,000元）的銀行及其他貸
款已逾期。截至財務報表批准日期為止，該等逾期銀行及其他貸款尚未償還或續期。在該
等銀行及其他貸款以及應付票據中，有關貸款人已經就人民幣459,000,000元（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59,000,000元）對本集團展開訴訟，要求償還尚未償還結餘。

本集團已經就其部分客戶的銀行融資及銀行貸款向客戶的貸款人提供擔保，有關金額為人
民幣2,622,500,000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622,500,000元）。於二零二一年九
月三十日，在上述擔保中，銀行貸款人民幣323,500,000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1,299,000,000元）已經違約。在該等銀行貸款中，銀行已經就人民幣100,000,000元（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0,000,000元）對借款人及擔保人（包括本集團的附屬公司）展
開訴訟，要求償還尚未償還貸款。

中國法院已經頒令凍結本集團的若干銀行賬戶。

上述情況表明多種重大不確定因素之存在可能會對本集團按持續經營基準繼續經營的能力
構成重大疑問。

有鑑於此，本公司董事已經採取措施以管理其流動資金需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1) 本集團正積極與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磋商延長其負債期限；

2) 本集團正積極尋找額外融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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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存在該等情況，經考慮以下各項後，本公司董事認為，並不存在對本集團持續經營的
能力構成重大疑問的事件或狀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因素：

1) Robust Cooperation Limited（「Robust」）的賣方已經同意，由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起計至少18個月期間內，其將不會要求支付應付賣方的300,000,000港元現金代價（倘
若有關付款會導致本集團無法向其他人士支付其到期負債）；及

2) 同世平（本公司股東）、程衛紅及李立新（本公司董事及股東）已經同意在有需要時為
本集團提供持續財務支持，以確保其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計至少12個月期間
持續經營。

經考慮管理層所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十二個月的現金流量預測，並假
設上述措施取得成功，本公司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屬合適。綜
合財務報表並無包括在本集團不能按持續經營基準繼續的情況下可能須對資產及負債的賬
面金額及重新分類作出的任何調整。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此等判斷、
估計及假設會影響到會計政策的應用及資產與負債及收入與開支的報告金額。有關估計和
相關假設是基於以往經驗及被視為在相關情況下屬合理的多個其他因素而作出的，有關結
果會成為就從其他來源並不易得出的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作出判斷的基礎。實際結果可能
與此類估計存在差異。

本集團會持續地對上述估計和相關假設進行覆核。如果會計估計的變更僅對變更的當期構
成影響，則會在變更的當期予以確認，或者，如果變更對當期和未來期間均構成影響，則同
時會在變更的當期和未來期間內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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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經於本會計期間內將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應用於
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的COVID-19

相關租金減讓

本集團並未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3. 收入及分部報告

(a) 收入的分解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提供汽車交易平台相關服務、買賣進口汽車、家用品之製造及貿
易、經營超級市場、酒類及電器批發，以及投資控股。

收入根據主要服務產品類別及客戶地理位置所作的分解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與客戶之間的 
合約產生的收入
根據主要服務產品類別分解
－銷售貨品 932,115 765,149

－提供服務 38,494 29,058

970,609 794,207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入
－投資收入 30,990 30,318

－來自經營租賃的租金收入 30,086 35,720

61,076 66,038

1,031,685 86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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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戶之間的合約產生的收入根據收入確認時間所作的分解披露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與客戶 
之間的合約產生的收入
根據主要服務產品類別分解
－在某一時點 1,021,123 852,327

－在一段時間內 10,562 7,918

1,031,685 860,245

(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類別管理其業務。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的
報告分部列報如下：

－ 汽車交易平台：該分部提供進口汽車平台服務及物業租賃服務。

－ 汽車銷售：該分部買賣進口汽車。

－ 製造及貿易：該分部製造及買賣塑膠及五金家用品。

－ 零售：該分部管理超級市場營運及物業租賃服務。

－ 批發：該分部從事酒類及電器批發業務。

－ 投資控股：該分部管理債務及權益證券投資。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不再將非汽車分部分類為已終止經
營業務。因此，本集團不再將報告分部分為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構成以上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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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部業績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向各分部分配資源，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
監察歸屬於各報告分部的業績：

收入及收入淨額乃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收入及收入淨額及該等分部招致的開支
分配至報告分部。分部間銷售參考就類似產品或服務收取外部人士的價格來定
價。除分部間銷售外，一個分部為另一個分部提供的協助並無計量。

用於報告分部業績的計量方法為毛利。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層並非根據分部監
察本集團的經營開支，例如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以及資產及負債。因
此，並無列報有關分部資產及負債的資料，或有關資本支出、並非得自債務或
權益證券投資的利息收入、利息開支及報告分部利潤與綜合除稅前利潤的對賬
的資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出於分配資源及評估
分部表現的目的向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提供有關本集團報告分部的資料
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汽車交易
平台 汽車銷售 製造及貿易 零售 批發 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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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 
收入 10,589 – 521,596 164,365 304,145 30,990 1,031,685
分部間收入 51 – – – 41,635 – 41,686

報告分部收入 10,640 – 521,596 164,365 345,780 30,990 1,073,371

報告分部 
（虧損）╱利潤 (153) – 131,157 56,968 57,875 30,990 276,837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汽車交易
平台 汽車銷售 製造及貿易 零售 批發 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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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 
收入 23,073 39,867 387,163 224,732 155,092 30,318 860,245
分部間收入 272 – – – 27,738 – 28,010

報告分部收入 23,345 39,867 387,163 224,732 182,830 30,318 888,255

報告分部利潤 9,696 2,719 106,393 65,336 31,677 30,318 24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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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分部收入的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報告分部收入 1,073,371 888,255

撇銷分部間收入 (41,686) (28,010)

綜合收入 1,031,685 860,245

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 2,655 7,310

銀行現金的利息收入 2,520 4,40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 19,547 (1,128)

出售投資物業的收益 21,629 –

其他 146 2,061

46,497 12,647

5. 除稅前利潤╱（虧損）

除稅前利潤╱（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a)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利息 67,166 74,709

租賃負債的利息 1,392 1,400

其他財務費用 19,550 18,924

借款費用總額 88,108 9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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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員工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66,897 60,297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4,409 2,894

71,306 63,191

(c) 其他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成本 601,241 507,851

折舊及攤銷
－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33,130 33,573

－使用權資產 7,169 10,215

金融資產及擔保合約的（減值虧損轉回）╱減值虧損 (7,925) 7,764

匯兌收益淨額 9,690 10,834

6.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稅項：
－六個月期間撥備 26,089 33,466

－以前年度少計提 4,123 –

30,212 33,466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23,434) (13,545)

6,778 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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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稅率為16.5%（截至二零二零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公司及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並無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應評稅利潤，故並無就香
港利得稅計提準備（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零元）。

(ii)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若干於中國大陸成立的附屬公司須
按25%（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本
集團一家於中國大陸的附屬公司，作為高新技術企業徵稅，按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
率15%徵稅。

(iii) 關於在其他司法管轄區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根據其各自註冊成立所在國家的規則及
規例，該等公司均無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7.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歸屬於本公
司普通權益股東的利潤人民幣88,134,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
損人民幣209,046,000元）及六個月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8,044,020,000股（截至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044,020,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具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截至二零二
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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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有關成本
為人民幣81,575,000元，其中確認的使用權資產為人民幣20,995,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4,159,000元及人民幣零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內，本集團將賬面淨值為人民幣25,663,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2,294,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出售。

9. 商譽

人民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1,329,844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933,380)

減值虧損 (396,464)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1,329,844)

賬面金額：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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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商譽的現金產出單元的減值測試
商譽獲分配予本集團根據經營分部辨認的現金產出單元（「現金產出單元」）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製造及貿易 – –

汽車銷售 – –

– –

該等現金產出單元之可收回金額乃基於使用價值計算而釐定。有關計算使用現金流量預測（基
於由本公司管理層編製涵蓋五年期之財政預算）。用於計算使用價值的假設如下：

汽車銷售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長期增長率 2%

折現率（稅前） 20.0%

基於實行《輕型汽車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測量方法（中國第六階段）》、COVID-19爆發以及最近
中國與美國政府之間的貿易摩擦對汽車銷售現金產出單元的影響，汽車銷售業務已經受到
負面影響。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商譽減值虧損」內確認減值虧損人民
幣396,464,000元，以將汽車銷售現金產出單元的賬面值減記至其可收回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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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第三者 186,804 209,790

－受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附註(i)） 418,443 332,618

605,247 542,408

減：虧損準備 (7,466) (71,205)

597,781 471,203

應收受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的款項（附註(ii)） 6,174 5,529

其他應收款（附註(iii)） 1,790,977 1,884,429

減：虧損準備 (1,453,507) (1,515,098)

337,470 369,331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941,425 846,063

押金：
－支付予第三者有關經營租賃開支的押金 4,669 8,484

－其他 3,506 6,069

8,175 14,55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49,600 860,616

預付款：
－支付予供應商的預付款 68,347 146,757

－其他 816 1,690

69,163 14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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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結餘主要有關根據本集團與受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訂立的出口代理協議所進行的交
易。

(ii) 有關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iii) 其他應收款包括為汽車交易平台分部的客戶墊支以及有關購買平行進口汽車而有關訂
單其後已取消的預付款，有關金額為人民幣1,662,890,000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1,864,727,000元）。

預期所有其他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將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賬齡分析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貿易賬款（扣除虧損準備），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
與收入確認中的較早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之內 180,428 109,858

超過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 212,534 186,505

三個月以上 204,819 174,840

597,781 47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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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第三者 118,775 158,996

－受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169 48,422

118,944 207,418

應付票據（附註(iii)） 157,587 147,993

276,531 355,411

應付受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的款項（附註(i)） 39,637 35,928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應計費用 42,320 42,585

－應付員工相關費用 76,469 70,825

－客戶及供應商訂金
－第三者 16,025 28,198

－受本公司股東控制的公司 – 265

－應付利息 177,247 134,614

－應付多種稅項 30,264 28,554

－有關收購附屬公司的應付款 249,030 253,282

－其他（附註(ii)） 143,727 154,683

735,082 713,006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負債 1,051,250 1,104,345

有關所授予財務擔保的預期信用損失 342,131 336,893

合約負債（附註(ii)） 47,969 52,174

1,441,350 1,493,412

附註：

(i) 有關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ii) 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於年初的全部合約負債結餘已經於年度內確認為收入，
又或因於年度內取消訂單而重新分類為其他應付款。

(iii) 於報告期內，應付票據人民幣30,000,000元已經逾期，銀行已經對本集團的附屬公司
展開訴訟，要求附屬公司償還尚未償還款項。截至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為止，有關
應付票據尚未結清。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有關結餘已轉往銀行及其他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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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所有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將於一年內支付或確認為收入或按要求隨時付還。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的
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之內 73,573 163,543

超過一個月但少於三個月 93,161 40,423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六個月 90,366 83,327

六個月以上 19,431 68,118

276,531 355,411

12.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i) 歸屬於中期期間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本公司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零元）。

(ii) 歸屬於上一個財政年度、於中期期間內批准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批准就上一個財政期間派付任
何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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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股本

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普通股 10,000,000 100,000 10,000,000 100,000

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人民幣千元 千股 人民幣千元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
於四月一日及於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8,044,020 69,888 8,044,020 69,888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獲得不時宣佈派發的股息，在本公司會議上，每股股份均有1票。
有關本公司的剩餘資產，所有普通股均享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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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摘要
業績概覽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的收入約為人民幣
1,031,700,000元，較去年同期報告之收入約人民幣860,200,000元增加19.9%。於截
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淨利潤約為人民幣88,100,000元，而去年同
期則為淨虧損人民幣209,000,000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本集團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人民幣1.10分；去年同期，本集團之每股基本及
攤薄虧損為人民幣2.60分。

資產淨值、流動資金和財政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之淨資產增加至人民幣212,400,000元，每股
資產淨值為人民幣2.6分。資產淨值增加主要乃由於在本期間內錄得應收貿易賬款
及其他應收款增加約人民幣90,000,000元。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總資產值為人民幣5,065,500,000元，其中現
金及銀行存款約人民幣542,900,000元。綜合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為人民幣
2,522,800,000元。負債對權益比率（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除以總權益）由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的2,159.9%大幅下降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的1,187.8%。負債
對權益比率的大幅變動主要乃由於權益於本期間內增加所致。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均以人民幣及美元進行。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的主要借貸包括銀行貸款及其他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有關貸款的結欠為人民
幣2,332,900,000元），以及股東所提供之其他貸款合共人民幣189,900,000元。本集
團所有借貸均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為單位。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為人民幣1,437,300,000元的租賃土地及
樓宇、投資物業及應收貿易賬款已作為本集團向銀行借款及融資的抵押擔保。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金額為人民幣12,200,000元的租賃土地及
樓宇以及投資物業已經質押，作為第三者公司所借入的銀行貸款的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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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予供應商的預付款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支付予供應商的預付款結餘為人民幣68,300,000元。於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支付予供應商的預付款已使用約人民幣23,600,000元
或結餘之34.6%。

資本開支及承擔

本集團將繼續分配合理份額之資源以用作更好地利用本公司的資產及改善資本性
資產，以改善經營效率，以及配合客戶需要及市場需求。當中所需的資金，預期
主要來自本集團的經營收入，其次來自其他貸款及股本融資。

外匯波動風險

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而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
美元為單位。本集團認為，本集團所承受的外幣波動風險基本上將視乎人民幣之
匯率表現而定。由於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硬貨幣，所以並無有效的方法來對沖本
集團現金流的規模及情況之相關風險。由於中國政府正在推動人民幣在未來更為
國際化及邁向自由浮動，因此本集團預期，貨幣市場將會有更多對沖工具。本集
團將會密切留意中國政府貨幣政策之發展，以及就此而言是否有適合本集團之製
造業務及汽車業務經營的對沖工具。

業務分部資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汽車銷售業務以及汽車交易平台業務
為本集團帶來總收入的1.0%。零售及批發業務、製造及貿易業務以及投資控股業
務分別佔其餘45.4%、50.6%及3.0%。

地區方面，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中國為本集團的首要市場，
佔本集團總收入的52.5%。收入來自其他巿場包括北美洲39.1%、歐洲6.1%及其他
2.3%。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若干主要客戶所借入的銀行貸款提供擔保。
有關安排是天津濱海國際汽車城有限公司（「汽車城」）作出。本公司董事認為不大
可能根據任何擔保對本集團提出金額超過本集團所提供的保證撥備的申索。於報
告期末營業時間結束時，本集團有關已發出擔保的最高法律責任為人民幣
2,622,500,000元，即銀行授予本集團第三者客戶的銀行融資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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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有1,971名，分佈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多個
連鎖店、辦公室及廠房。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會按員工的個人職責、資歷、經驗
及表現而提供及發放。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各項課程，包括管理技巧工作坊、資訊
交流研討會、在職培訓及職安課程。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惟於截至二零二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授予任何購股權。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淨利潤人民幣88,100,000元，
而去年同期則為淨虧損人民幣209,000,000元。

收入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031,700,000

元，較去年同期錄得之收入約人民幣860,200,000元增加19.9%。

汽車銷售業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與去年同期之人民幣39,900,000元相比，
買賣及銷售進口汽車業務之收入大幅減少100%至人民幣零元。美利堅合眾國與中
國之間出現貿易摩擦、發佈《輕型汽車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測量方法（中國第六階段）》
以及爆發COVID-19疫症，確實對中國的營業及投資環境產生了不利影響，因而影
響到中國的消費者氣氛，特別是耐用品市場方面。

汽車交易平台業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進口汽車平台服務及物業租賃業務帶來
收入人民幣10,600,000元，較去年同期之收入人民幣23,100,000元大幅減少54.1%。
該項業務亦受到COVID-19疫症大流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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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及批發業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與去年同期相比，零售業務之收入減
少26.9%至人民幣164,400,000元而批發業務之收入則上升96.1%至人民幣
304,100,000元。由於電子商貿以及大型連鎖超市帶來激烈市場競爭、消費放緩以
及疫症反覆出現，以致零售業務錄得收入減少。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酒類及飲品之批發業務已經穩定下來，而電器批發業務則迅速增長，
在銷售團隊努力工作及良好銷售策略帶動下，收入錄得大幅增加。

製造及貿易業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製造及貿易業務為本集團之總收入貢
獻約人民幣521,600,000元。該分部之業務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387,200,000元大幅
增加人民幣134,400,000元或34.7%。海外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本集團負責該項業
務的管理團隊正在努力鞏固我們已建立的客戶基礎，並在市場上尋找其他機會。
彼等的努力成功鞏固我們已建立的客戶基礎，並可應付市場的短期波動。於截至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該分部之業務表現相當不錯。

投資控股業務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股息收入及投資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
2.2%至人民幣31,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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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進一步增加本集團在製造業方面的能力和競爭力

製造業是本集團保證有持續經營能力的基礎。近幾年，本集團製造業務穩步高速
增長，這得益於團隊的努力工作和適當的策略。集團將繼續採取成本控制措施及
專注於較高利潤率產品及客戶的業務策略，該等措施及策略已改善本集團的業務
及財務表現。除繼續努力採取成本控制措施（例如整合及重新調整管理及銷售資源、
採購及製造規劃的結構性變動）外，本集團也將不斷努力推出新產品的開發，以
滿足新舊客戶的高期望。此外，本集團亦會擴大其於現有及新興市場中之客戶基
礎，以達到持續業績增長及表現改善之目標。

擴展具高增長潛力的批發業務

本集團批發業務中，空調暖通批發業務增長迅速，得益於業務團隊的銷售策略與
努力。本集團將採取與大型地產集團長期合作的方式，快速將業務向全國各個區
域拓展。努力將該業務發展成集團未來業績新的增長點。

汽車銷售及平台業務

本中期期間，集團汽車銷售及平台業務的業績仍然受疫情及國六標準的影響。雖
然近期在國家商務部支持下，生態環境部落實平行進口汽車環保信息公開政策，
自2021年5月25日第一例平行車環保信息公開後，有46款車型完成信息公開，平行
車業務重新發展有了一定的基礎，本集團將配合政策的變化及行業發展的態勢爭
取盡量恢復本集團的汽車業務，但行業發展仍然存在變數。因此，管理層也將視
國家政策的變化、行業發展前景及集團業務的實際情況，研究並考慮該業務的發
展或調整的需要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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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之權益
及淡倉，而須列入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而存置之登記冊內，或須
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者之詳情
如下：

姓名 身份
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之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百分比

（附註1）

李立新先生 （附註2） 2,755,137,680 (L) 34.25%

2,737,284,681 (S) 34.03%

程衛紅女士 （附註3） 1,849,407,702 (L) 22.99%

398,000,000 (S) 4.95%

附註1： (L)表示好倉。(S)表示淡倉。

附註2： 李立新先生所持有2,755,137,680股股份當中，17,822,000股股份為個人持有、1,382,141,014

股股份透過達美製造有限公司（「達美」）持有及1,355,174,666股股份透過世匯控股有限公
司（「世匯」）持有。達美及世匯之已發行股本由李立新先生全資擁有。

附註3： 程衛紅女士所持有1,849,407,702股股份當中，956,407,702股股份透過Mighty Mark 

Investments Limited（「Mighty Mark」）持有及893,000,000股股份透過希欣有限公司（「希欣」）
持有。Mighty Mark及希欣之已發行股本由程衛紅女士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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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公司並無授出根據自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起所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下
之購股權，及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開始及結束時亦無其他尚未
行使的購股權。除此之外，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使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
之股份或債權證而得益，而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亦概無董
事或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擁有任何權利可認購本公司證券，或已行使
任何有關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備存之登記冊
內所記錄，除本公司董事外，每名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或淡倉
如下：

姓名╱名稱 身份
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之已發行
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附註）

達美製造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382,141,014 (L) 17.18%

1,382,111,014 (S) 17.18%

世匯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355,174,666 (L) 16.85%

1,355,173,667 (S) 16.85%

同世平 配偶權益 1,849,407,702 (L) 22.99%

398,000,000 (S) 4.95%

Mighty Mark 

 Investment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956,407,702 (L) 11.89%

希欣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893,000,000 (L) 11.10%

398,000,000 (S) 4.95%

中央匯金投資
 有限責任公司

於股份擁有抵押權益 

的人╱於受控制法團
的權益

2,413,065,680 (L) 29.99%



29

姓名╱名稱 身份
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之已發行
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附註）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於股份擁有抵押權益 

的人╱於受控制法團
的權益

2,413,065,680 (L) 29.99%

Poly Platinum  

Enterprise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於股份 

擁有抵押權益的人
1,051,144,000 (L) 13.07%

Greater Bay Area 

Homeland Development  

Fund (GP) Limited

於股份擁有抵押權益 

的人╱於受控制法團
的權益

1,051,144,000 (L) 13.07%

中華人民共和國
 浙江省財政廳

於股份擁有抵押權益 

的人
1,049,971,001 (L) 13.05%

浙江省財務開發公司 於股份擁有抵押權益 

的人
1,049,971,001 (L) 13.05%

大灣區共同家園投資 

有限公司
於股份擁有抵押權益 

的人╱於受控制法團
的權益

1,048,124,000 (L) 13.03%

財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於股份擁有抵押權益 

的人
700,971,001 (L) 8.71%

附註： (L)表示好倉。(S)表示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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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
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
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財務
報表。

遵守上市規則《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聯交所頒布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聯交所頒佈之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有董事均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彼等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內所載之規定標準。

刊發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的二零二一╱二零二二年度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的所
有資料，其將會在適當時候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的網站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李立新
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李立新先生、程建和先生及金亞雪女士，
非執行董事程衛紅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誠穎先生、冼易先生及鄺焜堂先
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