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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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ENGXIN TECHNOLOGY LTD.
亨鑫科技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1085）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HX Singapore Ltd.名稱在香港經營業務）（以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1.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減少約人民幣 32.5百萬元
或4.0%至約人民幣 781.5百萬元

2. 毛利額增加約人民幣0.6百萬元或0.3%至約人民幣188.1百萬元

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增加約人民幣2.3百萬元或3.2%至約人民幣73.4

百萬元

4. 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 0.189元，相當於增加約人民幣0.006元或3.3%

5. 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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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鑫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半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 上半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 781,485 814,009
銷售成本 (593,352) (626,483)  

毛利 188,133 187,526
其他收入 6 12,224 13,048
銷售及分銷開支 (54,388) (53,603)
行政開支 (22,790) (25,619)
其他經營開支 (31,347) (36,318)
其他虧損淨額 (466) (1,280)  

經營溢利 91,366 83,754
財務成本 7 (7,432) –
攤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除稅後） – (1,278)  

稅前溢利 8 83,934 82,476
所得稅開支 9 (10,504) (11,3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 73,430 71,094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海外業務－匯兌差異 (49) (64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73,381 70,44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12
基本（人民幣元） 0.189 0.183

  

攤薄（人民幣元） 0.189 0.183
  

每股股息（人民幣元） 10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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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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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131,030 129,391

租賃預付款項 47,308 47,985

聯營公司 – –

其他投資 10,847 10,847

遞延稅項資產 9,606 10,488  

非流動資產總額 198,791 198,711  

流動資產

租賃預付款項 1,355 1,355

存貨 137,298 168,853

貿易應收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1,002,172 788,55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19,121 978,604  

流動資產總額 1,959,946 1,937,369  

總資產 2,158,737 2,136,080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應付所得稅 5,930 16,627

短期貸款 315,000 315,000

貿易應付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182,084 207,446  

流動負債總額 503,014 539,073  

流動資產淨值 1,456,932 1,39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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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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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5,817 3,146

遞延稅項負債 6,749 6,353  

非流動負債總額 12,566 9,499  

總負債 515,580 548,572  

淨資產 1,643,157 1,587,50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 295,000 295,000

一般儲備 233,658 233,658

特別儲備 (6,017) (6,017)

公平值儲備 170 170

匯兌儲備 (1,472) (1,423)

累計溢利 1,121,818 1,066,120  

總權益 1,643,157 1,587,508
  

總權益及負債 2,158,737 2,136,080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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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公司層面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0 11
附屬公司 396,385 396,385
貿易應收及其他應收款項 – 4,421  

非流動資產總額 396,575 400,817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及其他應收款項 43,518 15,256
現金及銀行結餘 15,064 11,668  

流動資產總額 58,582 26,924  

總資產 455,157 427,741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及其他應付款項 872 1,185  

流動負債總額 872 1,185  

流動資產淨值 57,710 25,739  

總負債 872 1,185  

淨資產 454,285 426,55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95,000 295,000
累計溢利 159,285 131,556  

總權益 454,285 426,556
  

總權益及負債 455,157 42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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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 上半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稅前溢利 83,934 82,476

經以下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666 11,819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677 677

撇銷貿易應收及其他應收款項 641 –

陳舊存貨（撥回）╱撥備 (38) 9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淨額 89 (24)

財務費用 7,432 –

利息收入 (3,174) (3,191)

攤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除稅後） – 1,278

投資收入 – (1,348)

未變現外匯收益 (170) (2,335)  

98,057 89,449

下列各項變動：
貿易應收賬款 (193,913) (200,284)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0,343) (14,920)

存貨 31,593 30,856

貿易應付賬款 (11,293) (10,820)

其他應付款項 (11,398) (19,316)  

經營活動所耗現金 (107,297) (125,035)

已付利息 (7,432) –

已收利息收入 3,174 3,191

已付所得稅 (19,923) (14,033)  

經營活動現金淨額流出 (131,478) (13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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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 上半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活動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10,486) (8,83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87 39

出售其他投資所得款項 – 51,348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0,399) 42,548
  

融資活動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 5,555 2,509

已付股息 (17,732) (11,407)  

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12,177) (8,89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54,054) (102,227)

匯率變動對所持現金的影響 127 2,316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46,903 445,120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92,976 345,209
  

綜合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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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集團－人民幣千元 股本 一般儲備 特別儲備
公平值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溢利 合計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的結餘 295,000 233,658 (6,017) 170 (1,423) 1,066,120 1,587,50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49) 73,430 73,381
已付股息 – – – – – (17,732) (17,732)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295,000 233,658 (6,017) 170 (1,472) 1,121,818 1,643,157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集團－人民幣千元 股本 一般儲備 特別儲備
公平值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溢利 合計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的結餘 295,000 217,391 (6,017) 170 (1,117) 975,518 1,480,94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649) 71,094 70,445
已付股息 – – – – –  (11,407) (11,407)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295,000 217,391 (6,017) 170 (1,766) 1,035,205 1,539,983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人民幣千元 股本 累計溢利 合計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的結餘 295,000 131,556 426,55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45,461 45,461
已付股息 – (17,732) (17,732)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295,000 159,285 454,285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人民幣千元 股本 累計溢利 合計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的結餘 295,000 147,286 442,28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1,771) (1,771)
已付股息 – (11,407) (11,407)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295,000 134,108 42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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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企業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根據新加坡公司法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55 Market Street，#08-01，Singapore 048941。本集團主要營業地點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江蘇省宜興市丁蜀鎮陶都路138號。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研究、設計、開發及製造通信技術產品
以及生產移動通信用射頻同軸電纜及移動通信系統交換設備。本集團的營運主要在中國
進行。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呈列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新加坡財務報
告準則（國際）」）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並於二零一九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除另有指明者外，該等財務報表中對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
所有提述於下文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此乃本集團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編製之首份財務報表，及概無因首次採納產
生的影響，原因是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過往年度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該等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之功能貨幣及本集團之呈
列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而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價值乃湊整至最接近的千元。

會計政策

本集團已於本財政申報期間的財務報表應用與最近期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相同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3.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刊發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若干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
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其中，以下發展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有關。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計劃修訂、削減及結算

•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3號，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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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發展均未對本集團於當前或過往期間在本中期財務報告中編製或呈列之本集團的
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尚未應用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
則或詮釋。

4. 分部資料

就以管理為目的，本集團按產品劃分業務單位，目前有四個經營分部如下：

– 製造及銷售移動通信用射頻同軸電纜（「射頻同軸電纜」）

– 電信設備及配件（「配件」）

– 生產及銷售天線（「天線」）

– 其他（包括耐高温電纜（「耐高温電纜」）及天線測試服務）

按對業績作出貢獻的主要活動劃分的分析如下：

分部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根據由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的有關分部間的內部報告釐定其經營
分部，以向分部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

根據向執行董事呈報之分部資料，本集團劃分為三條產品線：射頻同軸電纜、配件及天
線。

有關各可呈報分部的資料列載如下。除稅前分部溢利用以計量表現，因為管理層認為該
資料在評估相關分部與於相同行業中經營的其他實體的業績時屬最具意義。

可呈報分部 
射頻

同軸電纜 配件 天線

可呈報

分部總計

所有

其他分部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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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 310,619 179,769 241,915 732,303 49,182 781,485      

除稅前分部溢利（附註1） 23,778 25,975 31,970 81,723 (1,155) 80,568

利息收入 1,247 722 971 2,940 234 3,174

利息開支 (2,954) (1,710) (2,301) (6,965) (467) (7,432)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269) (156) (210) (635) (42) (677)

陳舊存貨撥回 – – 38 38 – 38

折舊開支 (3,433) (1,987) (2,673) (8,093) (573) (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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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分部 
射頻

同軸電纜 配件 天線
可呈報

分部總計
所有

其他分部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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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 370,055 189,828 221,648 781,531 32,478 814,009      

除稅前分部溢利（附註1） 35,323 34,097 9,398 78,818 506 79,324

利息收入 1,440 738 862 3,040 151 3,191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308) (158) (184) (650) (27) (677)

陳舊存貨撥備 – – (97) (97) – (97)

折舊開支 (5,372) (2,755) (3,217) (11,344) (471) (11,815)
      

附註1：

除稅前分部溢利指各分部所得溢利（未抵扣分配的中央行政費用、獨立董事袍金、利息收
入、匯兌收益及虧損及公司層面的利息開支）。

可呈報分部的資料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指標對賬

本集團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可呈報分部除稅前溢利總額 81,723 78,818

其他分部除稅前溢利 (1,155) 506

未分配金額：
－ 其他收入 8,898 9,857

－ 其他經營開支 (1,185) (1,344)

－ 攤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除稅後） – (1,278)

－ 其他未分配金額 (4,347) (4,083)  

綜合除稅前溢利 83,934 8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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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大項目

可呈報及

所有其他分部

總計 調整 綜合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折舊開支 8,636 30 8,666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折舊開支 11,815 4 11,819

   

地域分部

地域的分部資料乃按客戶位置及資產所在地劃分。為配合本集團業務策略，市場目前劃
分三個地區，分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及其他。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非流動資產 *

截至 於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689,949 634,508 177,158 176,362

印度 10,727 70,209 990 1,003

其他國家 80,809 109,292 190 11    

合計 781,485 814,009 178,338 177,376
    

* 不包括其他投資及遞延稅項資產

5. 收入

收入亦為本集團的營業額，即已售貨品及已提供服務的發票淨值（經扣減相關稅項及退
貨及商業折扣的撥備）。本集團的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780,872 814,009

服務收入 613 –  

781,485 81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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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貼 6,426 5,262
利息收入 3,174 3,191
諮詢收入 1,377 –
已收賠償申索 736 9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1 25
租金收入 – 2,102
投資收入 – 1,348
匯兌收益淨額 – 96
其他 500 114  

合計 12,224 13,048
  

7.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銀行借款利息 7,432 –
  

8. 稅前溢利

期內所得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出售之存貨成本 593,352 626,483
陳舊存貨（撥回）/撥備 (38) 9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666 11,819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677 677
撇銷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641 –

僱員福利開支 79,255 81,713
界定供款計劃成本 3,347 3,526
董事費用－本公司董事 804 755
董事酬金－本公司董事 1,142 1,098  

員工成本總額 84,548 87,092  

匯兌收益淨額，已計入其他收益 – (96)
匯兌虧損淨額，已計入其他經營開支 15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淨額 89 (25)
原材料成本對沖虧損淨額 466 1,280
研發開支 30,476 36,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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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稅項開支

本年度 12,473 13,74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260) (2,196)  

9,213 11,548  

遞延稅項開支

暫時差額之產生及撥回 1,291 (166)  

10,504 11,382
  

本公司於新加坡註冊成立，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率為17%（二
零一八年：17%）。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江蘇亨鑫科技有限
公司於二零一九年的適用所得稅率為15%（二零一八年：15%）。

於其他地區的溢利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按當前稅率計算。

10. 股息

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建議或宣
派任何中期股息。

11. 股本

本公司股本的變動詳情如下：

股本－普通股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千新元
千股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388,000 295,000 58,342
   

根據本公司之章程，本公司不允許庫存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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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以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純利除以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計算。

本集團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 基本 0.189 0.183

  

－ 攤薄 0.189 0.183
  

每股基本盈利適用的加權平均股份數目（千股） 388,000 388,000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10.5百萬元（截至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8.8百萬元）。

14. 貿易應收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832,022 675,268

應收票據 108,652 72,134

減：減值虧損 (9,705) (9,705)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票據淨額 930,969 737,697

貸予及來自一間聯營公司的款項 22,871 22,871

減：減值虧損 (22,871) (22,871)  

930,969 737,697

其他應收款項 71,203 50,860  

1,002,172 78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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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允許向其貿易客戶提供 180日的信貸期。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經扣除有關貿易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如下：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逾期 766,453 614,491

1至90日 80,389 73,794

91日至180日 61,550 33,560

超過180日 22,577 15,852  

930,969 737,697
  

15. 貿易應付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106,474 117,767

其他應付賬款 75,610 89,679  

182,084 207,446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的本集團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狀況如下：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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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日 101,744 113,417

91至180日 1,430 1,442

181至360日 1,622 1,508

超過360日 1,678 1,400  

106,474 117,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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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產淨值

本集團每股普通股的資產淨值如下：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淨資產（人民幣千元） 1,643,157 1,587,508

普通股數目（千股） 388,000 388,000  

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人民幣元） 4.23 4.09
  

17. 關連交易

(a) 交易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與蘇州亨利通信材料有限公司有下列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製成品 5,354 3,917

購買原材料 10,041 15,758

向江蘇亨通售電有限公司購買電力 – 3,778
  

蘇州亨利通信材料有限公司為亨通集團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而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崔巍先生之父為亨通集團有限公司主要股東。崔巍為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全部
已發行股份之24.97%，並對本公司有重大影響力。

江蘇亨通售電有限公司為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亨通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
附屬公司。該公司主要從事出售電力、設計及進行電力工程及營運及維修電力設
備。

本公司獲亨通售電有限公司知會，其控股股東亨通集團有限公司已於二零一八年
八月十七日向獨立第三方出售其於亨通售電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因此，於二零
一八年八月十七日起，亨通售電不再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因此，有關購電協議之相關持續關連交易已於二零一八年
八月十七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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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期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3,408 3,48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3 30  

總計 3,451 3,515
  

18. 資本承擔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6,058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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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半年表現

重大變動解釋如下：

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或「報
告期間」）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八年上半
年」）約人民幣814.0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32.5百萬元或約4.0%至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約人民幣 781.5百萬元。

射頻同軸電纜

來自射頻同軸電纜分部的收入由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約人民幣370.1百萬元
減少約人民幣59.5百萬元或約16.1%至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人民幣310.6百
萬元。特別是，此分部銷售額減少乃由於在4G投資日益疲弱及5G尚未正式
推出的背景下饋線需求不斷下降，致使饋線銷售額由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約人民幣336.9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 105.9百萬元至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人
民幣231.0百萬元。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射頻同軸電纜分部的收入包括漏洩電纜的收入約
人民幣79.6百萬元，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33.2百萬元增加約人民
幣46.4百萬元或139.8%。漏洩電纜為特別的同軸電纜，一般用於隧道及地
下鐵路的地下流動通訊，因此毛利率通常較其他射頻同軸電纜產品高。於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加大業務轉型力度，推動發展與用於隧道及地
底流動通訊有關的漏洩電纜業務並成功獲得數項鐵路項目招標。

配件

來自配件分部的收入由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89.8百萬元減少約人
民幣10.0百萬元或約5.3%，至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79.8百萬元。此
分部收入之減少與饋線之收入減少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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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內，自天線產生的收入約為人民幣 241.9百萬元，而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內天線收入約為人民幣221.6百萬元，相當於增加約
9.2%。天線收入的增加乃因本集團旨在加強其天線產品以應對國內主要
電訊營運商未來電訊網絡升級的業務轉型計劃所致。

其他（耐高溫電纜及天線測試服務）

來自此分部的收入由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約人民幣32.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
幣16.7百萬元或約51.4%至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人民幣49.2百萬元，其中增
幅主要源於耐高溫電纜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銷售額增加。該增加乃主
要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內致力與多家國內天線及設備公司建
立有利業務關係，因而令此業務分部的收入大增。

毛利率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之整體毛利率達約 24.1%，較二零一八年上
半年約23.0%按年增加約1.1個百分點。本集團的漏洩電纜於二零一九年上
半年的毛利率高於平均值，拉高了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儘管面對激烈的
市場競爭及市場需求下降，射頻同軸電纜（饋線）的毛利率於二零一九年上
半年相較去年同期仍保持穩定。饋線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毛利率約為
19.3%，較去年同期微跌約 0.1個百分點。本集團將繼續監控生產效率以確
保原材料及勞動力的妥善利用；於招標時嚴格甄選供應商，以將成本減
至最低，並力求有效利用各類資源，以應對激烈競爭產生之價格壓力。此
外，天線的毛利率亦由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約21.5%增加約7.6個百分點至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約 29.1%。該增加乃主要由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內所
銷售天線的盈利能力整體高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3.0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0.8百萬
元或約6.2%至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人民幣12.2百萬元。減少乃主要由於：

(i) 獲得政府補貼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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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來自租借本集團測試設備所賺取的的租賃收入減少；

(iii) 投資收入減少；及

(iv) 從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外匯淨收益變為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外匯淨
虧損。

銷售及分銷開支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人民幣54.4百萬元，較二零一八
年上半年約人民幣53.6百萬元輕微增加約人民幣0.8百萬元或約1.5%，乃主
要由於 (i)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減少員工人數令員工成本減少以及
因收益減少而產生的員工年終獎應計費用減少；及 (ii)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為推動漏洩電纜及天線業務而加大營銷力度之抵銷影響所致。

行政開支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22.8百萬元，較二零一八年上半
年約人民幣25.6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2.8百萬元或約10.9%。該減少乃主要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員工人數減少導致員工成本減少以及由
於收益減少而產生的員工年終獎應計費用減少所致。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其他經營開支約為人民幣31.3百萬元，較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約人民幣36.3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5.0百萬元或約13.8%。該減少主
要由於 (i)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調整及優化本集團產品的持續研究與開發
（「研發」）活動而產生的研發開支減少；及 (ii)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產生匯兌虧
損淨額人民幣0.2百萬元（而二零一八年上半年錄得匯兌收益淨額約人民幣
0.1百萬元並計入其他收入中）所致。

攤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綿陽市思邁實業
有限公司（「綿陽鑫通」）的股權已全數減值，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
年並無錄得任何攤佔聯營公司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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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財務費用約為人民幣7.4百萬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零），此乃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並無短期銀行借貸所致。

除稅前溢利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除稅前溢利約為人民幣83.9百萬元，較二零一八年上
半年約人民幣 82.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4百萬元或約1.7%。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的主要附屬公司江蘇亨鑫自二零零八年起獲評為中國高科技
企業，故享有 15%優惠稅率。該公司已獲授相同地位，自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七日起另計三年。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10.5百萬元，較二零一八年上
半年約人民幣11.4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0.9百萬元或約7.9%，此乃主要由於
報告期間之遞延稅項出現變動所致。

純利

鑑於上文所述，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約為人民
幣73.4百萬元，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約人民幣 71.1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 2.3
百萬元或約 3.2%。

財務狀況表

資產負債表項目的重大波動闡述如下：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978.6百萬元減
少約人民幣159.5百萬元或約16.3%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819.1
百萬元。減少乃主要由於報告期內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約
人民幣213.6百萬元所致。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約為人民幣940.7百萬
元，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747.4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93.3
百萬元或約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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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平均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週轉天數為 197
日，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69日。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週轉天數增加約28日，是由於部分客戶採用票據結算，從而導致結算週期
延長。另外，本集團擴大海外市場亦導致更長結算期。雖然本集團若干客
戶的貿易應收賬款因部分採用較長期到期的銀行匯票付款而致使收款時
間較長，但本集團專注於其他收款以減輕上述若干客戶的較長週轉影響。
透過實施控制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收款週期的措施，預期二零一九
年下半年的平均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周轉天數將有所改善，預期二
零一九年下半年不會出現重大信貸虧損。

儘管如此，大部分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結餘為近期銷售，乃屬於授予
本集團客戶之平均信貸期內。於信貸期內收到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約為 81.5%，相比之下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則約為82.2%。

於六個月及之後到期的賬款主要為三大中國電信營運商結欠的最終付款
（有待項目完成）。此等未償還結餘與該等營運商承辦的項目有關，而該等
項目的完成日期比初步預期長。該等營運商為本集團長期客戶，亦定期向
本集團付款。此外，大部分該等未償還結餘與一名中國主要電信營運商有
關。鑑於本集團與彼等的長期交易且該等客戶定期向本集團付款，本集團
並不預計於收取該等應收款項時會出現任何問題。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
收取未償還結餘。

其他應收款項

其他應收款項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50.9百萬元增加約人
民幣20.3百萬元或約39.9%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71.2百萬元。
增加乃主要由於因預期採購成本會增加而向供應商支付採購原材料的墊
款增加，以及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就若干項目支付的投標保證基金增加
所致。

存貨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存貨（包括原材料、在製品及成品）約為人民幣
137.3百萬元，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68.9百萬元減少約
人民幣31.6百萬元或約18.7%。減幅乃主要由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為
實行業務轉型採取控制存貨水平措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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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投資（非流動資產）

其他投資（非流動資產）與本集團所持有的股權投資有關。於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股權投資的估值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估值相比
並無變化。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約為人民幣131.0百萬元，較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29.4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1.6百萬元或
約1.2%。增幅主要受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正常的折舊開支被新增項目抵銷所
致。

聯營公司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指於綿陽鑫通的24%股權。由於綿陽鑫通於二零一八年
的經營業績欠佳及業務經營會轉差，故已於二零一八年就綿陽鑫通的全
部股權權益作出減值虧損約人民幣10.7百萬元。

短期貸款

於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本集團於中國自銀行提供的短期貸款籌集資金約
人民幣315.0百萬元，固定年利率為4.35%，用於加強本集團的營運資金狀
況。短期銀行借款將於二零一九年第四季度到期償還。

貿易應付賬款

貿易應付賬款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117.8百萬元，減少
約人民幣11.3百萬元或約9.6%，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106.5
百萬元。減少乃主要由於整個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收入逐步減少所致，並與
存貨水平下降相符。

(II)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約人民幣 2,158.737百萬元（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136.08百萬元）（其中流動資產約人民
幣1,959.946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37.369百萬元）及
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 198.791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98.711百萬元））、總負債約人民幣515.58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548.572百萬元）（其中流動負債約人民幣503.014百萬元（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39.073百萬元）及非流動負債約人民幣12.565百
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499百萬元）以及股東權益達約
人民幣1,643.157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587.508百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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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按固定利率計息之一年內到期的短
期銀行貸款人民幣315.0百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幣315.0百
萬元）。

除短期計息融資外，本集團通常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為其經營提供資
金。

本集團會對其資本進行管理，以確保本集團實體能夠持續經營，同時透過
優化債務與資本間的平衡最大限度地提高股東回報。

本集團管理層根據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監察資本。本集團的資本負債
比率乃按現金借貸淨額除以總權益計算。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現金借貸淨額 (477,976) (631,903)

總權益 1,643,157 1,587,508

債務淨額對權益（負債）比率 (%) (29.09) (39.80)
  

須於一年或少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的金額：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 315,000 – 315,000
    

並無款項須於一年後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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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景（有關報告日期本集團所從事行業的競爭情況，以及下一報告期
間及未來12個月可能影響本集團任何已知因素或事件的評論）（二零
一九年中期報告）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中國國內實體經濟仍然在艱難中前行。投資需求不
振、消費疲軟、出口的停滯或下滑導致GDP增速在低位徘徊；中美貿易戰
不斷升級極大地影響了投資和貿易的信心；行業上看電信運營商在利潤
下滑、提速降費任務不減、5G商用牌照發放晚於預期的背景下也減少了投
資額，這些都構成了對本集團業務經營的負面影響。

在這樣的背景下，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的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了大
約4.0%，具體原因是：在本集團的射頻同軸電纜方面，中國國內同行競爭
加劇，運營商的集中採購價格下降幅度較大，銅價格又長期低位徘徊，對
本集團的銷售收入產生不利影響。然而本集團近年來開始的結構調整出
現可喜成果，儘管面臨上述惡劣商業環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已成
功將其天線、配件及漏泄電纜的收入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相比提升約人
民幣56.7百萬元或約12.8%。在海外市場方面，受貿易戰影響，相關客戶觀
望情緒較濃，銷售框架簽約後，不急著下單，導致本集團在海外市場的銷
售從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109.3百萬元下降到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的約人民幣 80.8百萬元。

在上述不利影響的背景下，本集團加大了新產品開發和銷售的力度，憑藉
本集團較強的技術實力和資金實力、嚴格有效的管理、全體同仁積極進取
的精神，與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相比，高毛利的新產品業務在二零一九年上
半年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天線的中標量比去年同期增
長較大，中國移動窄帶物聯網天線集採綜合排名第三，中標金額大約為人
民幣34.0百萬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高溫線出貨量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增
長超過113.53%；漏泄電纜及配件在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發出金額約人民幣
87.3百萬元，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增長約7.94% 。正是由於這些積極變化，
使得本集團的產品結構不斷優化，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純利與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相比增加約人民幣2.3百萬元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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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零一九年下半年，中美貿易戰的持續發酵，光進銅退步伐進一步加
快，預期射頻同軸電纜市場需求及價格持續走低，本集團的收益及盈利能
力面臨極大的挑戰。所幸中國5G牌照已經發放，我國正式進入5G商用元
年，本集團將會充分受益於5G產業的大發展。過去幾年，本集團一直加大
對5G技術的研發，積極儲備5G相關產品，特別是對5G天線、射頻組件、5G

漏泄電纜等未來市場需求廣闊的產品領域，有望給本集團帶來新的發展
動力。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和債權證的權益和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
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的權益
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規定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淡
倉），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352條存置的登記冊內
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買賣證券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崔巍先生 (1) 於受控制法團的視作權
益及權益

96,868,662 24.97%

張鍾女士 (2) 於受控制法團的視作權
益及權益

28,082,525 7.24%

杜西平先生 實益擁有人 11,468,000 2.96%

附註：

(1) 崔巍先生實益擁有金永實業有限公司（「金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金永則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4.97%。

(2) 張鍾女士實益擁有Wellahead Holdings Limited（「Wellahea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Wellahead

則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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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的淡倉：

董事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張鍾女士 (1) 於受控制法團的視作權
益及權益

12,000,000 3.09%

附註：

(1) 張鍾女士透過其於Wellahead全部已發行股本權益被視為擁有本公司的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
員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記載於本公司按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
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下列股東
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的權益已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336條存置的權益登記冊內：

於本公司的好倉：

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金永 (1) 實益擁有人 96,868,662 24.97%

崔巍先生 (1) 於受控制法團的視作權益
及權益

96,868,662 24.97%

Wellahead(2) 實益擁有人 28,082,525 7.24%

張鍾女士 (2) 於受控制法團的視作權益
及權益

28,082,525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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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的淡倉：

主要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Wellahead (2) 實益擁有人 12,000,000 3.09%

張鍾女士 (2) 於受控制法團的視作權益
及權益

12,000,000 3.09%

附註：

(1) 金永乃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崔巍先生實益
擁有。

(2) Wellahead乃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張鍾女士
實益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除於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
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和債權證的權益和淡倉」一段所載董事的權益外，
概無人士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擁有權益或淡倉須予紀錄於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存置的登記冊內。

使董事藉收購股份及債券獲得利益的安排

於報告期間末及報告期間內任何時候，概無存在任何安排以使本公司董事
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益，惟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購
股權計劃」）以及本公司於其在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
大會上採納的員工股權激勵計劃（「激勵計劃」）除外。

(IV) 補充資料

1. 審核委員會及其職權範圍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譚志昆先生、崔巍先生、李珺博士、浦洪
先生及張鍾女士。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有關會議由譚志昆先生主持。

2.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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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經本公司對全體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報告期
間內遵守標準守則內的規定準則。

4. 股息

本公司建議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派發股息。

5. 審閱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中期業績並未經
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6.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
證券。

7. 僱員及薪酬常規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818名（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45名）僱員。員工薪酬待遇乃經考慮市況及有關員工的個
人表現後釐定，並會不時檢討。本集團亦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
療及人壽保險，並會根據合資格員工的表現及對本集團的貢獻，向彼
等獎授酌情獎勵花紅及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為其僱
員採納購股權計劃。自購股權計劃採納以來直至本公佈日期，概無根
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本公司亦於其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採
納員工股權激勵計劃（「激勵計劃」）以實施江蘇亨鑫的長期激勵及約束
機制，並充分調動江蘇亨鑫核心及關鍵僱員的積極性，以確保本公司
持續健康發展。

8. 於交易所網站作披露

本 公 佈 將 於 香 港 聯 交 所 網 站（http://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hengxin.com.sg）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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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經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本公司於同
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由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起十年內有
效及生效。此乃股份獎勵計劃，成立目的是向該等為本集團利益行事之人
士提供機會以取得本公司之股權，從而與本集團之利益掛鈎，並向彼等提
供獎勵，鼓勵更積極工作，為本集團賺取利益。根據購股權計劃，董事會
可酌情決定向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酌情認為對本集團有貢獻
的全體董事（不論執行或非執行，亦不論是否獨立）、本集團任何僱員（不論
全職或兼職）（不論永久或合約或榮譽性質，亦不論受薪或不受薪）授出購
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賦予購股權持有人權利可認購指定
數目之本公司新普通股。

購股權計劃由薪酬委員會管理，薪酬委員會成員如下：

李珺博士（主席）
崔巍先生
譚志昆先生
徐國強先生
浦洪先生

根據購股權計劃及任何其他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可能發
行之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已發行股
份10%（即33,6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
份總數約8.66%。

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任何合資格參與者的購股
權（包括已行使、註銷及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
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1%，惟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相關
參與者及其聯繫人須放棄投票）上批准則作另論。

根據購股權計劃，購股權具有參考授出購股權時股份市價釐定的每股行
使價 #。授出購股權的代價為1.00新元，須於授出日期起計28日內（或薪酬委
員會可能釐定之其他期限）支付予本公司。具有按市價設定的行使價授出
的購股權，只可於授出該購股權日期起計滿一週年後但滿十週年前行使。
購股權所涉及股份可於支付相關行使價時全部或部份行使（惟購股權僅可
就一手買賣單位或其任何完整倍數部分行使）。當購股權持有人不再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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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其本集團旗下任何公司全職僱員時（薪酬委員會酌情決定的若干例
外情況除外），所授出購股權將告失效。

# 行使價或認購價至少為以下最高者：

(i) 股份於發售日期（必須為營業日）於香港聯交所發佈的每日報價單所述的收市
價；及

(ii) 股份於緊接發售日期前連續五個營業日於香港聯交所發佈的每日報價單所述
的平均收市價。

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項下並無未發行的本公司股份。

於報告期內，概無授出接納任何附屬公司未發行股份的購股權，亦無因接
納未發行股份的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的任何附屬公司任何股份。

於報告期間之期末，概無涉及本公司或本集團相關法團購股權的未發行
股份。

(VI) 激勵計劃

在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採
納激勵計劃以實施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江蘇亨鑫的長期激勵及約束機
制，並充分調動江蘇亨鑫核心及關鍵僱員的積極性，以確保本公司及江蘇
亨鑫的持續健康發展，據此，參考本公司及江蘇亨鑫的實際狀況制定激勵
計劃。有關激勵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
日的通函。

於激勵計劃獲批准後，本公司仍處於獲得相關監管機構批准的進程中。

承董事會命
亨鑫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崔巍

新加坡，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杜西平先生及徐國強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為崔巍先生及張鍾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譚志昆先生、李珺博士
及浦洪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