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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變動

營業額 3,684.2 3,963.9 -7.1%

毛利 477.4 470.0 1.6%

期內溢利 13.3 78.7 -83.1%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5.2 86.2 -70.8%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02 0.06

中期業績

理士國際技術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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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3,684,183 3,963,948

銷售成本 (3,206,830) (3,493,926)  

毛利 477,353 470,022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32,487 90,299
銷售及分銷開支 (171,440) (167,783)
行政開支 (119,699) (124,922)
研發成本 (71,633) (48,115)
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12,125) (2,594)
其他開支 6 (26,446) (10,566)
財務成本 7 (82,405) (100,724)  

稅前溢利 5 26,092 105,617

所得稅開支 8 (12,764) (26,924)  

期內溢利 13,328 78,693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5,158 86,183
 非控股權益 (11,830) (7,490)  

13,328 78,693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10

基本 人民幣0.02元 人民幣0.06元  

攤薄 人民幣0.02元 人民幣0.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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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13,328 78,693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於隨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債務投資：
 公允價值變動 76 827
 所得稅影響 (19) (207)  

57 620
換算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4,342) 4,399  

於隨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虧損）╱
 收益淨額 (4,285) 5,019  

於隨後期間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虧損）╱
 收益：
指定為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性
 投資：
 公允價值變動 (12,286) 27,128
 所得稅影響 7,944 (6,782)  

於隨後期間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虧損）╱
 收益淨額 (4,342) 20,346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8,627) 25,36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701 104,058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6,890 111,403
 非控股權益 (12,189) (7,345)  

4,701 10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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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24,575 2,151,252
投資物業 362 367
使用權資產 184,987 190,973
商譽 10,636 10,636
其他無形資產 692,636 670,983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權益性投資 140,453 164,709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支付的
 訂金 149,389 140,204
遞延稅項資產 57,221 51,293  

非流動資產總值 3,360,259 3,380,417  

流動資產

存貨 11 1,923,999 1,816,966
貿易應收款項 12 2,268,155 2,306,871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債務投資 156,372 134,784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89,033 162,043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63,529 65,603
結構性銀行存款 13 59,666 59,793
已抵押存款 14 499,646 464,14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 245,859 280,903  

流動資產總值 5,406,259 5,2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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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5 2,077,286 2,009,70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09,239 846,932
租賃負債 8,014 7,877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3,090 5,457
計息銀行借貸 16 1,648,445 2,269,996
應付所得稅 105,069 85,627  

流動負債總額 4,751,143 5,225,590  

流動資產淨值 655,116 65,51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015,375 3,445,93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3,588 64,238
計息銀行借貸 16 635,049 36,190
遞延政府補貼 63,662 59,770
租賃負債 7,676 11,549  

非流動負債總額 759,975 171,747  

資產淨值 3,255,400 3,274,189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6,224 116,213
儲備 3,004,980 3,001,533  

3,121,204 3,117,746

非控股權益 134,196 156,443  

權益總額 3,255,400 3,27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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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乃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七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案，
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而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零年十一
月十六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的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開發和銷售鉛酸蓄電池及
回收鉛業務。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直接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
Master Alliance Investment Limited，其為董李先生全資擁有。

2.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十六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提供的一切資料及披露事項，應與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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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事項的變動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惟就本期間的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以下
的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
 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的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本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租金寬免（提早採納）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8號的修訂本

重要性的定義

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如下：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之修訂本對業務定義作出澄清，並提供更多指引。該等修訂
說明，就被視為業務之一系列綜合活動及資產而言，其須包括最少一項對共同創造
輸出能力有顯著貢獻之輸入及實質程序。業務可以不包括創造輸出所需之所有輸入
及過程而存在。該等修訂取消對市場參與者是否有能力收購業務並繼續創造輸出之
評估。相反，重點在於獲得之輸入及實質性過程是否共同對創造輸出能力有顯著貢
獻。該等修訂還縮窄輸出之定義，重點關注向客戶提供之貨品或服務、投資輸入或源
自普通活動之其他收入。此外，修訂提供指引，以評估所收購之過程是否具重要性，
並引入可選之公允價值集中測試，以便簡化評估所獲得之一系列活動及資產是否並
非業務。本集團已就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發生之交易或其他事件預期採用
該等修訂。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有任何影響。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之修訂本
旨在解決銀行同業拆息改革對財務申報之影響。該等修訂提供可在替換現有利率基
準前之不確定期限內繼續進行對沖會計處理之暫時性補救措施。此外，該等修訂規
訂公司須向投資者提供有關直接受該等不確定因素影響之對沖關係之額外資料。由
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利率對沖關係，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有任何
影響。

(c)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為承租人提供一個實際可行之權宜方法以選擇就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直接後果產生之租金寬免不應用租賃修改會計處理。該實際可
行權宜方法僅適用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直接後果產生之租金寬免，且僅當 (i)租賃付
款之變動使租賃代價有所修改，而經修改之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租賃代價大致相同，
或少於緊接變動前租賃代價；(ii)租賃付款之任何減幅僅影響原到期日為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或之前之付款；及 (iii)租賃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該修訂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追溯有效，允許提早應用。該等修訂並無
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有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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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提供一個新的重大定義。新定義
訂明，倘資料遺漏、失實或模糊不清，而可能合理預期會影響用作一般用途之財務報
表之主要使用者按該等財務報表作出之決定，則資料屬重大。該等修訂澄清，重要性
將視乎資料之性質或重要性而定。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有任何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從事製造及銷售鉛酸蓄電池及回收鉛業務。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規定須根據有關本集團各部門之內部報告識別經營分部，
有關內部報告由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以分配資源予分部及評估
分部表現。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
資料不包括各產品線的損益資料，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報之本集
團整體毛利。因此，本集團營運包括一個可呈報分部，故並未呈列分部資料。

並無呈列分部資產及負債以及其他相關的分部資料，原因為主要經營決策者未獲提供有關
獨立財務資料。

產品資料

按產品劃分的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酸蓄電池 3,405,425 3,389,946

回收鉛產品 278,758 569,019

其他 – 4,983  

3,684,183 3,96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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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 2,284,686 2,377,879

歐洲、中東及非洲 658,547 701,638

美洲 431,737 526,192

亞太地區（不包括中國大陸） 309,213 358,239  

3,684,183 3,963,948  

* 中國大陸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除香港、澳門及台灣外之任何部分。

上述收益資料乃基於客戶的位置分析。所有收益均來自貨品銷售，當貨品於某個時
間點轉移時確認。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 2,747,642 2,774,521

其他 414,943 389,894  

3,162,585 3,164,415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基於該等資產的位置分析，且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主要客戶資料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來自對單一客戶的銷售收益佔本集團收益的
10%或以上。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約人民幣 409,270,000元的收益來自對單
一客戶的銷售（當中包括對已知與該客戶受共同控制的集團實體的銷售），佔本集團總收益
的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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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有關收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3,684,183 3,963,948  

有關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之分類收益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品類型
銷售工業產品 3,684,183 3,958,965
其他 – 4,983  

3,684,183 3,963,948  

收益確認時間
在某個時間點轉移貨品 3,684,183 3,963,94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6,479 10,929
政府補貼* 17,008 11,540
銷售廢料 2,627 2,262
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
 權益性投資之股息收入 672 2,807
結構性銀行存款的公允價值收益 – 1,756
租金收入 1,882 1,42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 – 56,101
其他 3,819 3,480  

32,487 90,299  

* 政府補貼乃指地方政府部門給予本集團的各種現金款項及補貼，以鼓勵投資及技術
創新。概無有關該等補貼的未獲達成條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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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所售存貨成本 2,628,195 2,965,52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364,695 349,672

 以權益結算的購股權開支 1,291 1,022

 退休金計劃供款 19,298 24,635  

385,284 375,329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遞延開發成本除外） 6,769 8,706

研發成本
 遞延開發成本攤銷 * 84,488 51,270

 即期開支 71,633 48,115  

156,121 99,385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未變現虧損 3,090 –

 已變現虧損 440 –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虧損，淨額 3,530 –  

結構性銀行存款：
 未變現虧損╱（收益） 127 (1,756)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未變現虧損 2,074 3,85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0,608 116,119

投資物業折舊 5 77

使用權資產折舊 5,925 4,182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12,125 2,594

存貨減值 * 637 2,771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淨額 1,551 1,156

外匯匯兌虧損淨額 17,615 1,806

不計入租賃負債計量之租賃付款 4,094 4,884  

* 遞延開發成本攤銷及存貨減值計入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銷售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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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匯匯兌虧損 17,615 1,80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 1,551 1,156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虧損 2,074 3,852
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虧損 3,530 –

結構性銀行存款的公允價值虧損 127 –

其他 1,549 3,752  

26,446 10,566  

7.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貸利息 61,352 75,310
貼現票據產生的利息 20,507 25,096
租賃負債的利息 546 318  

82,405 100,724  

8. 所得稅

本集團按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的稅率計算期內所得稅開支。於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中的所得稅開支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中國大陸 15,786 6,198
 香港 (5,813) (3,938)
 新加坡 10,133 11,980
 美利堅合眾國 1,189 1,595
遞延 (8,531) 11,089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2,764 26,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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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2.0港仙（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港仙）。該等建議股
息總額為27,138,000港元（折合人民幣24,803,000元），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獲本公
司股東批准並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八日支付。

董事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10.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基於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1,357,544,693股（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57,521,666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按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佔期內溢利為基準計算。計算所用的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指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者相同），以及假設於視為
行使或兌換全部潛在攤薄普通股為普通股時無償發行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應佔溢利 25,158 86,183  

股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57,544,693 1,357,521,666

攤薄影響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132,397 175,782  

1,357,677,090 1,357,69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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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存貨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567,265 344,180

在製品 779,864 816,658

製成品 576,870 656,128  

1,923,999 1,816,966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約人民幣111,964,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 111,964,000元）之若干存貨已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之擔保（附註
16(v)）。

12.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2,309,079 2,338,905

減：減值撥備 (40,924) (32,034)  

2,268,155 2,306,871  

本集團向客戶授予不同的信貸期。各個客戶的信貸期逐一釐定。若干客戶須於交付前或交
付時作出部分付款。本集團尋求對其未獲償還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並密切監察該等
賬款，以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審閱逾期未付的結餘。貿易應收款項中人民幣
209,295,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05,917,000元））訂有短期信用保險，而
人民幣40,431,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7,357,000元）則訂有信用證。貿易
應收款項為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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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銀行抵押若干有追索權的貿易應收款項，金額為人民
幣186,956,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6,149,000元），藉以換取現金。抵押貿
易應收款項所得款項人民幣168,193,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1,582,000元）
乃入賬列作有抵押銀行墊款，直至該等貿易應收款項獲收回或本集團彌補銀行產生的任何
虧損為止（附註16(iii)）。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扣除
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1,635,370 1,713,636

3至6個月 232,008 303,817

6至12個月 221,469 147,672

1至2年 112,730 110,159

2年以上 66,578 31,587  

2,268,155 2,306,871  

13. 結構性銀行存款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持牌銀行之結構性銀行存款：
 按浮動利率計息，按公允價值計量 59,666 59,793  

結構性銀行存款於初步確認時分類為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期內結構性銀行存款的公允
價值變動虧損淨額人民幣127,000元於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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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已抵押存款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245,859 280,903

定期存款 499,646 464,146  

745,505 745,049

減：就計息銀行借貸抵押（附註16(iv)） (4,769) (4,675)

  就應付票據抵押（附註15） (441,673) (427,684)

  就信用證抵押 (53,204) (31,787)  

(499,646) (464,14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5,859 280,903  

以人民幣計值 623,537 638,484

以美元計值 65,433 49,838

以印度盧比計值 27,214 7,041

以港元計值 11,763 37,808

以歐元計值 5,866 4,863

以越南盾計值 4,582 –

以馬來西亞令吉計值 4,272 4,113

以斯里蘭卡盧比計值 1,417 1,418

以新加坡元計值 1,104 603

以澳元計值 317 881  

745,505 74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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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836,694 805,666

應付票據 1,240,592 1,204,035  

2,077,286 2,009,701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915,481 989,445

3至6個月 282,716 348,314

6至12個月 861,598 655,414

1至2年 9,780 11,630

2至3年 3,012 604

超過3年 4,699 4,294  

2,077,286 2,009,701  

貿易應付款項為不計息，且一般須於 90日內支付。應付票據均於 360日內到期。於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集團內公司間進行的銷售交易發行金額為人民幣686,080,000元（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22,500,000元）的應付票據，且該等票據貼現予銀行作短
期融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應付票據以本集團金額為人民幣441,673,000元（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27,684,000元））的若干定期存款的質押作擔保（附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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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計息銀行借貸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實際利率

(%) 到期 人民幣千元

實際利率
(%) 到期 人民幣千元

即期

計息銀行借貸，有抵押 3.18至8.65 2020–2021 833,453 1.50至8.65 2020 1,050,581

有抵押銀行墊款，有抵押 0.79至3.95 2020–2021 168,193 2.00至2.40 2020 81,582

計息銀行借貸，有擔保 3.05至5.35 2020–2021 542,863 2.56至8.70 2020 443,314

長期銀行借款即期部分，
 有擔保 LIBOR+2.70 2020–2021 103,936 LIBOR +2.50 2020 694,519  

1,648,445 2,269,996  

非即期

計息銀行借貸，有抵押 3.38至8.65 2021–2028 46,079 1.50至7.53 2021–2028 36,190

計息銀行借貸，有擔保 LIBOR+2.70 2021–2023 588,970 – – –  

635,049 36,190  

2,283,494 2,306,186  

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及墊款，須於以下日期償還：
 一年內 1,648,445 2,269,996

 第二年 226,013 22,771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03,751 5,630

 超過五年 5,285 7,789  

2,283,494 2,30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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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銀行借貸以下述質押或擔保作抵押：

(i)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627,888,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637,385,000元）的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押記。

(ii)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 56,242,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60,356,000元）的若干租賃土地的押記。

(iii)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賬面值約為人民幣 186,956,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96,149,000元）的若干貿易應收款項的質押（附註 12）。

(iv)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金額約為人民幣4,769,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675,000元）的若干定期存款的抵押（附註14）。

(v)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賬面值約為人民幣 111,964,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111,964,000元）的存貨的抵押（附註11）。

(vi) 本集團內公司簽訂的相互擔保。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七日與若干金融機構訂立金額為 100,000,000美元的三年期貸款融
資協議（「融資協議」）。

根據融資協議，有特定履約責任，即董李先生（現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不得：(i)終止擁有（直
接或間接）本公司至少51%的實益權益（附至少51%的表決權）（不附任何抵押）；(ii)終止擁有
本公司的管理控制權；或 (iii)不出任本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於批准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
資料日期，有關責任已得到遵守。

本公司六家全資附屬公司，即Catherine Holdings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理士電源（香港）
有限公司、Leoch Battery Company Limited、Leoch International Holding Pte. Ltd、Leoch Battery Pte. 

Ltd.及理士國際營銷有限公司為融資協議擔保人，擔保本集團準時履行融資協議項下的責任。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未 償 還 定 期 貸 款 結 餘 為100,000,000美 元（相 當 於 人 民 幣
692,906,000元），當中人民幣103,936,000元及人民幣588,970,000元根據融資協議的條款分別
須於一年內及第二至三年內（包括首尾兩年）償還。定期貸款每年按LIBOR+2.7%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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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擔

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土地及樓宇 – 208

 廠房及機器 2,682 589

 對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性
  投資進行注資 2,500 15,988  

5,182 1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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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本集團是全球電信和數據中心行業的電源解決方案供應商，為世界領先的電信
運營商、基礎設施服務供應商及設備製造商，以及主要的國際數據中心解決方
案供應商提供高度可靠且創新的備用電源解決方案。

此外，本集團亦為世界各地客戶提供可廣泛應用於汽車、摩托車和電動車、可再
生能源儲存系統，以及其他消費類及工業產品等領域的各項電源解決方案。同時，
本集團亦於中國從事回收鉛業務。

本集團於全球設有超過 80個銷售辦事處及中心，並於中國、越南、馬來西亞、印
度及斯里蘭卡設有11所生產設施，為遍佈100多個國家的電池客戶提供服務。

本集團有兩項主要業務：電源解決方案和回收鉛。電源解決方案業務根據應用
分為如下三大類：

• 備用電池：包括電信及UPS電池，廣泛用於各級通訊網絡及數據中心，為通
訊網絡及其他備用電池的正常運作提供重要保障。

• 起動電池：用於啟動汽車、摩托車及船舶。

• 動力電池：主要用於電動自行車、電動三輪車、低速電動車、高爾夫球車及
觀光車。

業務回顧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COVID-19疫情的爆發影響了全球的工業供應鏈，並嚴重
擾亂了全球經濟。本集團於年初面臨中國經濟活動封鎖，影響了其生產及運輸，
但已於二零二零年三月迅速恢復，有助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COVID-19

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際，我們的海外生產設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擾之時，全力支
援我們在全球各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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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集團的收益為人民幣3,684.2百
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人民幣3,963.9百萬元減少7.1%。

儘管COVID-19疫情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及海外市場需求疲弱，本集團的電源解決
方案業務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仍取得穩健的成績。與去年同期相比，中國客戶
的出貨量（噸）增加超過35%，而海外市場的出貨量（噸）則減少約 5%。於期內，出
貨量合共錄得超過15%的增長，乃由於中國整體國家經濟穩定復甦所致。

期內，電源解決方案業務的收益為人民幣 3,405.4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人
民幣3,389.9百萬元增加0.5%，回收鉛業務的收益為人民幣 278.8百萬元，較二零一
九年同期的人民幣569.0百萬元減少51.0%。由於期內上海有色金屬網鉛價平均較
二零一九年年度平均價格下跌超過 13%，價格聯動定價機制導致電池平均售價
下調，導致銷售數量上升，但銷售收入並無增長。

電源解決方案業務

備用電池

作為本集團的主要收益貢獻者，備用電池業務佔期內總銷售額的50.0%。期內銷
售收益為人民幣1,842.3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967.5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6.4%。該減少乃主要由於第一季度中國對海外市場出
貨受到擾亂，然後COVID-19疫情在全球蔓延導致海外需求疲弱所致。

然而，儘管海外客戶需求受壓，導致期內整體銷售額出現暫時性下滑，但仍喜見
電信及數據中心業務於中國市場的增長勢頭持續。

起動電池

起動電池業務為本集團的第二大收益貢獻者，佔期內總銷售額的28.5%。於期內，
銷售收益為人民幣1,050.7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025.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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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內，中國市場對起動電池的需求逐漸復甦，尤其是零部件市場。然而，由於
實施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海外市場需求低迷。儘管本集團把握中國的增長勢頭，
但因海外需求受壓影響，令增長數目被抵銷而變少。

動力電池

期內，動力電池佔總銷售額的13.1%。期內銷售收益為人民幣481.7百萬元（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43.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0.2%。
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全國經濟活動加快恢復，中國市場需求上升所致。

回收鉛業務

回收鉛產品的銷售收益為人民幣 278.8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569.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1.0%。回收鉛業務受二零二零年第
一季度中國經濟活動封鎖影響，導致設施最終測試運作延遲，直至二零二零年
五月底才可全面恢復生產。

未來前景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在全球蔓延，數以百萬人確診，並擾亂經濟活動。部分國
家的疫情未見減退，而其他國家確診個案則出現反彈。衛生專家擔心，疫情於冬
季會進一步惡化。根據世界銀行發佈的《二零二零年六月全球經濟展望》，基準預
測二零二零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將下降 5.2%。另外，對中國來說，普遍認為現前
階段疫情已大致上受控。隨著全國復工復產加速，中國經濟在第一季度收縮6.8%

過後，於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長 3.2%。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世
界經濟展望二零二零年六月更新》，預測中國二零二零年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可達到1%，而二零二零年全球增長預測為負4.9%。

儘管進入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經濟及政治環境仍不明朗，但中國迅速復甦提供了
強大後盾，可避免本集團電池業務出現整體下滑。中國二零二零年七月以噸計
算的出貨量呈持續增長動力，但海外需求仍然低迷。本集團相信，倘目前情況維
持不變，此趨勢將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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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封鎖解除後，中國5G行業持續迅速發展。本集團相信，新的5G投資週期將
推動中國電信備用電力解決方案市場的規模增長，於中短期內肯定會為本集團
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此外，期內本集團向中國數據中心行業客戶的交付實現穩健復甦及增長，該趨
勢於二零二零年七月持續。預計 5G將有助於加速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
其他科技的發展，繼而推動全球數據中心市場爆炸性增長。本集團相信隨著數
據中心市場對備用電力解決方案的需求不斷增長，在不久的將來有助推動其收
益增長。

期內，本集團於越南的兩間新鉛酸蓄電池廠以及於中國的新鋰離子廠第一期的
擴張計劃已完成。鑒於 5G年代電信電力解決方案市場對鋰離子應用的需求不斷
增長，本集團正加速發展一系列創新的5G電力解決方案，以滿足客戶的持續需求，
並抓緊電信市場快速發展帶來的機遇。

此外，其回收鉛設施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完成升級。回收鉛設施的運作逐漸回
復正常，而每月產量正不斷提升。預期該設施將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帶來滿意
回報。

儘管海外經濟表現難以預測或可能抵銷二零二零年中國市場不俗的業績，但本
集團對未來前景充滿信心。本集團與在5G、汽車、電動車及設備行業全球知名
的客戶以及相關零部件分銷網絡業務夥伴建立了長期業務關係，全部均為本集
團的長遠發展提供了強大而穩固的基礎。本集團的願景明確，就是推動可持續
的盈利增長，並且致力為股東創造更大的長期價值。

財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的收益為人民幣3,684.2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7.1%。期內
溢利為人民幣 13.3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 83.1%，其中母公司擁有人應
佔溢利人民幣 25.2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 70.8%。期內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為人民幣0.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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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本集團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963.9百萬元減少7.1%

至期內的人民幣 3,684.2百萬元，其中本集團來自電池業務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389.9百萬元稍為上升0.5%至期內的人民幣3,405.4

百萬元，而本集團來自回收鉛業務的收益則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 569.0百萬元減
少51.0%至人民幣278.8百萬元。

以下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產品劃分
的收益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產品 收益

百分比

增加╱

（減少） 收益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備用電池 1,842,266 50.0% (6.4)% 1,967,475 49.6%

起動電池 1,050,656 28.5% 2.5% 1,025,336 25.9%

動力電池 481,711 13.1% 40.2% 343,477 8.7%

其他 30,792 0.8% (42.6)% 53,658 1.4%     

小計 3,405,425 92.4% 0.5% 3,389,946 85.6%

回收鉛產品 278,758 7.6% (51.0)% 569,019 14.3%

其他 – – (100.0)% 4,983 0.1%     

總計 3,684,183 100% (7.1)% 3,963,948 100%     

在地域方面，本集團客戶主要位於中國大陸、歐洲，中東和非洲（「EMEA」）、美
洲及亞太地區（不包括中國大陸）。本集團於中國大陸之銷售收益由截至二零一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377.9元減少3.9%至期內的人民幣 2,284.7百
萬元。減少主要是由於回收鉛產品產量減少。由於爆發COVID-19疫情影響，本集
團於海外市場之銷售收益出現不同程度的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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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客戶所在
地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客戶所在地 收益 百分比減少 收益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中國大陸 2,284,686 62.0% (3.9)% 2,377,879 60.0%

EMEA 658,547 17.9% (6.1)% 701,638 17.7%

美洲 431,737 11.7% (18.0)% 526,192 13.3%

亞太地區
 （不包括中國大陸） 309,213 8.4% (13.7)% 358,239 9.0%     

總計 3,684,183 100% (7.1)% 3,963,948 100%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493.9百萬
元減少8.2%至期內的人民幣3,206.8百萬元。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回收鉛產品銷售
下降。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70.0百萬元稍為
上升1.6%至期內的人民幣 477.4百萬元。回收銳產品毛利率上升，而電池業務維
持穩定，導致整體毛利率從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1.9%上升至
期內的13.0%。回收鉛產品的毛利率增長是由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全面復產後溢利
貢獻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90.3百萬元減
少64.0%至期內的人民幣32.5百萬元，主要由於缺乏確認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人民幣56.1百萬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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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67.8

百萬元增加2.2%至期內的人民幣171.4百萬元，是由於期內運費及出口費用上升
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4.9百萬元
減少4.2%至期內的人民幣119.7百萬元，主要由於期內對行政開支的成本控制有
所改善。

研發成本

本集團的研發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48.1百萬元
增加48.9%至期內的人民幣71.6百萬元。該項開支增加主要由於期內用於提升現
有產品性能及開發各類新產品。

其他開支

本集團的其他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0.6百萬元
增加150.3%至期內的人民幣26.4百萬元，主要由於期內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導致匯
兌虧損增加所致。

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0.7百萬元
減少18.2%至期內的人民幣82.4百萬元，主要由於期內平均利率下降所致。

稅前溢利

由於以上因素，本集團於期內錄得稅前溢利人民幣 26.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05.6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6.9百萬元減少
52.6%至期內的人民幣12.8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期內應課稅溢利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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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

由於以上因素，本集團錄得期內溢利人民幣 13.3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78.7百萬元），其中，本集團錄得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
民幣25.2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86.2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 655.1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5.5百萬元），其中現金及銀行存款為人民幣805.2百萬元（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04.8百萬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為人民幣2,283.5百萬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306.2百萬元），全部均須計息。除人民幣635.0百萬
元的借貸於一年後到期外，本集團所有銀行借貸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的借
貸以人民幣、美元、港元及其他貨幣計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實際利
率介乎0.8%至8.7%（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至8.7%）。

本集團大部分銀行借貸以本集團若干資產（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土地、
定期存款、存貨以及貿易應收款項）的質押作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26.0%（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6.6%），乃將各期間期末的總借貸除以總資產再乘以100%後得出。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營運，其主要業務使用人民幣作交易。就中國境外的其他公
司而言，其主要業務使用美元作交易。然而，由於本集團的收益以人民幣計值，
故將有關開支付款的收益兌換為外幣須受中國有關貨幣兌換的監管限制規限。
人民幣兌美元及其他貨幣的價值可能會波動，並受（其中包括）中國的政治及經
濟狀況變動所影響。本集團的產品銷售採用價格聯動機制，貨幣波動風險基本
轉移至客戶，但本集團以外幣計值的貿易應收款項於信貸期內可能存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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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無）。

資產質押

詳情請參閱本公告附註11、12、14、15及16。

資本承擔

詳情請參閱本公告附註17。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進行有關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僱員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 13,956位僱員。期內，僱員福利開支（包括
董事酬金）包括薪酬及工資、獎金、以權益結算的購股權開支及退休金計劃供款，
合計為人民幣385.3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75.3百
萬元）。

本集團為被甄選的參與者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以鼓勵及酬謝彼等對本集團的
貢獻。本集團亦設有強積金計劃及地方退休福利計劃。本集團鼓勵僱員接受培訓，
以加強彼等的工作技巧及個人發展。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不同程度的工作坊，
以提升彼等的職業安全知識及建立團隊精神。員工獎勵須視乎本集團的整體業
績表現及員工的個人表現及貢獻。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期內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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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權益及提升其企業價值。董
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期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
條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曹亦雄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劉智傑先生
及朱評博士組成，其已審閱本公司期內的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並已與本公司管
理層及核數師討論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內部監控、風險管理
及財務申報事宜。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致謝

董事會謹此對本集團的股東、客戶、供應商及員工一直以來對本集團的鼎力支持，
致以由衷謝意。

承董事會命
理士國際技術有限公司

主席
董李先生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董李先生及印海燕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曹亦雄先生、劉智傑先生及朱評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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