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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概覽

根據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的資料，於2021年上半年期間，乘用車在零售市場的銷量為9,906,780
輛，較去年同期新冠肺炎疫情對汽車消費造成沉重打擊時增長28.4%。

然而，這種銷售勢頭在今年第一季度強勁啟動後卻大幅減弱，其中一個主要影響因素乃第二季度

整個汽車製造業面臨芯片短缺。多個大型主機廠不得不閒置廠房或削減產量，從而減少向經銷商

的汽車供應。芯片危機何時能夠解決以及對汽車供應鏈產生多大的負面影響，均具有高度不確定

性。從經銷商的角度來看，由於汽車供需失衡可能導致更多的良性返利及折扣政策以及更健康的

存貨水平，上半年我們確實看到行業的利潤率有所增長。根據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的數據，

經銷渠道的平均庫存水平於整個上半年維持於約1.5個月，被視為健康的庫存水平。

上半年，豪華車市場的增長再次超過行業整體增長。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公佈，2021年前
六個月，豪華車銷量同比增長39.7%至1,471,689輛。然而，主要由於芯片供應緊張，豪華車的增長
動力於第二季度有所下降。隨著中國多個一二線城市出現對汽車的大量置換需求，豪華品牌將因

為家庭第二輛車消費升級而繼續受到消費者歡迎。年初至今，汽車銷售的另一個亮點無疑是新能

源汽車。2021年上半年，根據中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的銷售數據，電動乘用車實現零售銷量
1,007,129輛，同比激增220.9%。這主要是由於對電動汽車持續實施有利政策與中央政府實現碳中
和的目標一致，以及特斯拉、蔚來、小鵬及比亞迪等若干專注於電動汽車的品牌日益普及。儘管電

動汽車的消費主要集中於有牌照限制的城市，但在無此限制的城市的普及率亦逐漸增長，意味著

中國的電動汽車市場正朝著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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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概覽

中國和諧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們」，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跟隨行業於上

半年的強勁增長趨勢，實現22,447輛的新車銷售業績，較去年同期增長53.6%。我們的增長仍主要
由寶馬品牌所推動，該品牌銷量佔本公司總銷量的約76.3%。本公司售出寶馬（含Mini）17,116輛，
較去年同期銷量增長51.2%，甚至較2019年上半年銷量增長42.6%。本公司寶馬品牌的銷售勢頭亦
超過寶馬品牌在中國的銷售增長（同比增長41.9%）。寶馬品牌上半年售出467,000輛，在中國一級
豪華品牌中銷量排名第一，這主要受3系、5系、X3等備受追捧的車型所帶動。我們品牌組合中的
雷克薩斯、沃爾沃及林肯等其他豪華品牌亦受益於去年同期的低基數效應，以及中國對豪華汽車

的強勁需求，銷量增長迅速攀升。雷克薩斯、沃爾沃及林肯的銷量分別為2,382、1,107及934輛，同
比增長28.8%、46.6%及243.4%。超豪華品牌方面，勞斯萊斯、賓利及法拉利需求持續強勁，同比
分別快速增長78.3%、353.3%及1,050%。本公司成功將存貨水平由去年的32天持續降低至2021年
上半年的23.7天，主要由於主機廠供應相對緊張而消費者需求強勁所致。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
公司授權經銷商網點總數為79家，代理14個豪華及超豪華品牌，覆蓋全國15個省份的39個城市。
上半年新增授權網點四個，其中法拉利授權網點2個，蘭博基尼授權網點1個，雷克薩斯授權網點1個。

在為中國汽車市場及本公司未來帶來下一個增長動力的二手車及電動汽車領域，本公司一直在全

力以赴把握該等新機遇。我們已透過專注於目前向客戶提供的置換服務，於二手車市場播下種子，

並希望我們可於不久的將來在該細分市場取得成果。就電動汽車銷售而言，本公司已於多年前對

鐺鐺修車作出戰略性投資，該公司側重於電動汽車銷售及售後服務。目前，鐺鐺修車已獲理想汽車、

蔚來及小鵬授權為其車主提供維修，並以「代理商模式」銷售若干二級電動汽車品牌。

本公司仍在尋求振興拜騰汽車戰略投資的解決方案。於2021年初，富士康承諾投入200百萬美元協
助拜騰汽車實現量產，這被視為拜騰汽車的重要一步。雖然拜騰汽車於上半年歷經艱難，但本公

司仍希望拜騰汽車在當地政府及富士康的協助下，朝著釋放其真正價值的正確軌道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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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未來展望及發展戰略

展望今年下半年，我們認為該行業機遇與挑戰並存。下半年將是汽車購置的傳統旺季，而去年下

半年的高基數效應可能會影響今年下半年的銷量同比增長數字。就芯片危機而言，市場目前認為

情況將較今年第二季度略有改善，意味著供給瓶頸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在需求方面，被

抑制的汽車消費將保持穩健，尤其是豪華品牌及電動車類別，將被視為本年度剩餘期間銷量增長

的主要動力。

我們相信下半年本公司將能取得相當好的業績，原因為下半年乃傳統旺季，且豪華車的需求持續

強勁。儘管作為行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之一，芯片短缺將嚴重影響當前供需動態，但本公司能夠

通過富有遠見且經驗豐富的成熟團隊，在增長週期中抵御波動。近期中國因德爾塔變異毒株而再

次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導致實施若干出行限制，這可能對消費情緒造成一定負面影響，也是我

們下半年業務營運的另一風險。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2021年上半年錄得的收入為人民幣9,373.9百萬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5,754.7百萬元增加
62.9%。其中新車銷售收入由人民幣5,021.4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8,251.3百萬元，佔2021年上半年總
收入的88.0%，而售後服務及精品業務的收入為人民幣1,096.8百萬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52.8%，
佔2021年上半年總收入的11.7%。

豪華汽車品牌中，寶馬（包括MINI）及雷克薩斯的收入合共佔本集團新車總收入的86.9%，新車銷
售收入並分別增長56.9%及25.0%；超豪華汽車品牌中，賓利及勞斯萊斯的新車銷售收入分別增長
286.8%及78.9%。

銷售及服務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及服務成本由2020年上半年的人民幣5,234.9百萬元增加至2021年同期的人民幣8,514.7
百萬元，同比增加62.7%。新車銷售業務的銷售成本及售後服務的成本分別為人民幣7,906.6百萬元
及人民幣608.1百萬元，分別增加63.5%及52.3%。



中國和諧汽車控股有限公司7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2020年上半年的人民幣519.8百萬元增加65.3%至2021年同期的人民幣859.2百萬元。
新車銷售的毛利由2020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85.7百萬元增加85.6%至2021年同期的人民幣344.6百萬
元。售後服務及精品業務的毛利由2020年上半年的人民幣318.7百萬元增加53.3%至2021年同期的
人民幣488.7百萬元。

本集團於2021年上半年的毛利率為9.2%，較2020年的9.0%略微增加0.2個百分點。其中，2021年上
半年新車銷售的毛利率為4.2%，較2020年同期增加0.5個百分點。2021年上半年的售後服務毛利率
為44.6%，較2020年同期增長0.2個百分點。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於2021年上半年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為人民幣426.8百萬元，因銷售增長增加50.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於2021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為人民幣243.7百萬元，較上年同期增加18.0%。
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佣金收入（來自保險代理和汽車金融代理服務），二手車交易收益，汽車

製造商的廣告支持收入和利息收入。2021年上半年的增長主要由於新車銷售的增長。

財務費用

本集團於2021年上半年的財務費用為人民幣61.2百萬元，較2020年同期的人民幣57.1百萬元增加
7.2%，主要是由於報告期內平均借款餘額的上升所致。隨著業務和4S店面數量的增長，本集團財
務費用亦因租賃負債的增加而增加，導致攤銷的利息開支增加。

經營溢利

綜上所述，本集團2021年上半年的經營溢利為人民幣564.9百萬元，而2020年為人民幣366.4百萬元，
增長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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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於2021年上半年，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390.8百萬元，較2020年同期大幅增加66.5%。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現金流量

本集團的現金主要用於購買乘用車及汽車配件之付款，建立和收購新的經銷網點以及為其日常運

營提供支持。短期銀行貸款和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為本集團現金來源。未來倘有機會，本集團亦

將在資本市場上籌集資金，以滿足其潛在重大收購的流動性需求。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存款總額為人民幣1,926.6百萬元。2021年上半年，本集團經營
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人民幣462.5百萬元，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155.3百萬元，融資活
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120.8百萬元。

流動資產淨額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為人民幣2,275.1百萬元，較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人民
幣1,954.7百萬元增加16.4%。

資本開支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包括廠房、物業、設備及使用權資產的開支。於2021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資本
開支（主要用於與建立新門店有關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購置所產生的支出及預付款項）為人民幣

170.1百萬元（2020年同期：人民幣166.3百萬元）。增長的原因為本集團開設了4家新4S店，以及支
付在建新授權店面的工程開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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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存貨

本集團的存貨主要包括乘用車及汽車配件。期內庫存由2020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093.6百萬元略
微增加人民幣24.2百萬元至2021年6月30日的人民幣1,117.8百萬元。本集團僅錄得庫存略微增加，
而銷量大幅增長；本集團上半年存貨平均週轉天數為23.7天，而2020年上半年為39.9天。本集團週
轉天數減少16.2天，下降一方面是由於疫情後國內消費回升及政策扶持，另一方面是由於本集團
4S店持續加強了對彼等新乘用車和售後產品的訂單管理，以及本集團總部建立了庫存實時系統，
對庫存進行提前預警、監控和管理，並且為經銷商網點之間的資源進行重新分配及調整，以維持

合理水準的庫存餘額。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總額為人民幣2,596.3百萬元，較2020年12月31日
的人民幣2,604.4百萬元減少0.3%。

於2021年6月30日 於2020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按要求或一年內償還 1,873,151 1,826,745
其他借款：

按要求或一年內償還 723,176 777,665   

總計 2,596,327 2,604,410
   

於2021年6月30日，以負債總額除以總資產計算的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為38.5%，較2020年12月31
日的資產負債比率38.9%下降0.4個百分點。

或然負債

於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2020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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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利率風險及外滙風險

本集團承受因貸款利率波動而產生的風險。本集團可能因為借貸利率上漲而產生額外的借款成本。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可能會對本集團的財務費用、利潤和財務狀況產生不利影響。中國的銀行貸

款和透支的利率取決於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基準貸款利率。本集團目前未使用任何金融衍生工具

來對沖本公司的利率風險。

本集團的全部收入、銷售成本和開支以人民幣計值，亦以人民幣為記賬本位幣。對於本身經營業

務而言，本集團不認為其業務目前承受任何重大直接外滙風險，也未使用任何金融衍生工具對沖

其面臨的風險。本集團部分現金存款及部分銀行借款以港幣計值，受到外滙波動的潛在財務報表

折算差異的影響。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4,398名僱員（2020年12月31日：4,206名員工）。僱員薪酬方案根據
個人經驗、工作職責及業績表現而定。薪酬計劃須由管理層進行年度審核，並考慮僱員的整體表

現和市場狀況。本集團亦參與中國的社會保險計劃及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此外，合資格僱員亦有權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予股份獎勵，以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購股權。於

2021年1月至6月期間內，為了維護全體股東的利益，本集團未根據任何股份獎勵計劃授予股份獎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43,891,000份根據購股權計劃尚未行使的購股權，約佔本公司於
該日已發行股份之2.8%。本集團將參考市場慣例及僱員個人表現檢討其薪酬政策及僱員褔利。

重大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事項

除本中期報告所披露者外，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
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除本中期報告所披露者外，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其他重
大投資。

報告期後事項

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期末至本報告日期，概無重大事項將對本集團造成任何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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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2021年6月30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備存之登記冊所示，或根據上市發
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本公司董事（「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普通股

購股權計劃

項下的相關股份  

身份╱權益性質 

姓名 職位 個人擁益(5) 家族權益(6) 其他權益 個人擁益 總擁益 概約股權百分比        

馮長革先生 董事 — — 707,331,660 (L)(1) 2,500,000(3)(4) 709,831,660 (L) 45.01%

馬林濤女士 董事 — 709,831,660 (L)(2) — — 709,831,660 (L) 45.01%

劉風雷先生 董事 778,587 (L) — — 2,500,000(3)(4) 3,278,587 (L) 0.21%

馮果女士 董事 360,285 (L) — — 400,000(3)(4) 760,285 (L) 0.05%

韓陽先生 董事 295,000 (L) — — 800,000(3)(4) 1,095,000 (L) 0.07%

王能光先生 董事 40,000(L) — — — 40,000 (L) 0.00%
        

附註：

(1) 該等707,331,660股本公司股份由Eagle Seeker Company Limited（「Eagle Seeker」）持有。鑑於Eagle Seeker由Cititrust 

Private Trust (Cayman) Limited透過Eagle Pioneer Company Limited間接持有，而馮長革先生為此信託成立人，故馮長

革先生被視為於上述707,331,66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馬林濤女士為馮長革先生的配偶，因此被視為於馮長革先生擁有權益的所有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該等股份指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相關董事可認購股份的購股權。更多詳情，請參閱「購股權計劃」一節。

(4) 該等擁益由本公司於2017年5月授出，並由相關承授人於2017年5月接受。

(5) 「個人擁益」指直接實益擁有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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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族權益」指配偶或未滿18歲子女之權益。

(7) 字母「L」指本公司於普通股之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1年6月30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備存之登記冊
所示，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擁有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5年6月26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17章設立，向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若干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的
股份（「股份」），旨在吸引、挽留及鼓勵有能力的員工致力達成本集團制定的長期表現目標，同時

鼓勵僱員更努力為本集團利益效力。

於2017年5月9日，董事會決議授予當時現有承授人及若干新承授人（統稱「該等承授人」，各自為「承
授人」）最多70,000,000份新購股權以取代分別於2015年6月29日及2015年7月2日授予的尚未行使購
股權（「尚未行使購股權」），惟須待當時現有承授人各自接納後方可作實。本公司不會就註銷尚未

行使購股權而向承授人支付賠償。新承授人主要為本公司附屬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及門店總經理。

於2019年12月17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向本集團若干合資格僱員（「2019承授人」）要約授
出購股權（「2019購股權」），賦予承授人權利以認購本公司每股股份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合共
20,000,000股。授出2019購股權須待2019承授人接納後，方可作實。各2019承授人不是本公司董事、
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之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購股權計劃之摘要已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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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本公司董事、前董事及其他合資格僱員之
購股權以認購普通股之變動詳情載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承授人姓名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於2021年

1月1日

尚未行使 期內行使 期內註銷

於2021年

6月30日

尚未行使       

董事

馮長革先生

— 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2017年5月9日 3.00港元 2,500,000 — — 2,500,000(1)

劉風雷先生

— 執行董事兼總裁 2017年5月9日 3.00港元 2,500,000 — — 2,500,000(1)

馮果女士

— 執行董事兼副總裁 2017年5月9日 3.00港元 400,000 — — 400,000(1)

韓陽先生

— 執行董事兼副總裁 2017年5月9日 3.00港元 800,000 — — 800,000(1)

前董事

楊磊先生

— 前執行董事、營運總裁 

兼副總裁

2017年5月9日 3.00港元 1,125,000 — — 1,125,000(1)

其他合資格僱員 2017年5月9日 3.00港元 17,366,000 500,000(4) 300,000(3) 16,566,000(1)

2019年12月17日 4.00港元 20,000,000 — — 20,000,000(2)
       

總額 44,691,000 500,000 300,000 43,8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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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70,000,000份購股權之有效期限為自2017年5月9日（即授出日期）直至以下較早日期：(i)相關承授人按購股權計劃第

8(vi)段所指定的一個或多個終止受僱、受聘或出任董事職位的原因而不再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僱員或董事當日；

及(ii) 2025年6月28日。於2017年5月9日授出的所有購股權已於2017年7月1日歸屬並可悉數行使。本公司前董事楊磊

先生的離任不涉及上文(i)中的原因，其購股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仍然有效。

(2) 20,000,000份購股權之有效期限為自2019年12月17日（即授出日期）直至以下較早日期：(i)相關2019承授人不再為本

集團的僱員當日；及(ii) 2025年12月17日。該等購股權的50%已於2020年2月16日歸屬，而50%已於2021年2月16日歸

屬。

(3) 合共300,000份購股權（行使價為3.00港元）已於2021年2月25日註銷。

(4)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合共500,000份購股權已按行使價3.00港元獲行使。本公司股份於緊接購股權獲行使

日期前之加權平均收市價為3.49港元。

獲行使及註銷之購股權之詳情如上。期內並無任何購股權獲授出或失效。

股份獎勵計劃

於2019年2月28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據此，本公司可向經甄選參
與者（即本集團所有僱員、董事（執行或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高級職員（不包

括馮長革先生））授出現有股份。採納股份獎勵計劃旨在(i)激勵、認可及獎勵本集團僱員、董事（執
行或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高級職員對本集團的貢獻；(ii)吸引並挽留人才，
以促進本集團長期增長及發展；及(iii)保持獎勵獲得者的利益與股東利益一致，以提升本公司的長
期財務業績。概不會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新股份。有關股份獎勵計劃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4月2日之公告。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就股份獎勵計劃委任之受託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自採納此計劃以來已
購買59,987,500股股份。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已授予30,000,000股股份。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概無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予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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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2021年6月30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備存之登記冊所示，以下人士（本公
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直接或

間接持有的

股份數目(4)

概約股權

百分比    

Eagle Seeker 實益擁有人 707,331,660 (L) 44.86%
Eagle Pioneer Company Limited(1) 受控制法團權益 707,331,660 (L) 44.86%
Cititrust Private Trust (Cayman) 

Limited(2) 受託人 707,331,660 (L) 44.86%
Foxconn (Far East) Limited(3) 實益擁有人 128,734,000 (L) 8.16%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3) 受控制法團權益 128,734,000 (L) 8.16%
    

附註：

(1) Eagle Seeker由Eagle Pioneer Company Limited全資擁有。因此，Eagle Pioneer Company Limited被視為在Eagle Seeker 

持有的707,331,66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Cititrust Private Trust (Cayman) Limited全資擁有Eagle Pioneer Company Limited。因此，Cititrust Private Trust (Cayman) 

Limited被視為透過Eagle Pioneer Company Limited間接持有本公司控股股東Eagle Seeker所持有的707,331,660股股份

中擁有權益。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席馮長革先生為Cititrust Private Trust (Cayman) Limited的信託成立人。

(3) Foxconn (Far East) Limited（「Foxconn」）由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鴻海」）（一家於台灣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全

資擁有。因此，鴻海被視為在Foxconn持有的128,734,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字母「L」指於該等股份之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1年6月30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備存之登記冊
所示，概無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

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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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於聯交所合共回購6,287,000股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總代價約為20,931,000
港元（不包括交易費用）。報告期內已回購股份之詳情載列如下：

回購月份 股份數目

每股回購價格 總代價（不包括

交易費用）

 
最高價 最低價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2021年6月 6,287,000 3.40 3.24 20,931
     

董事相信，回購股份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且該等股份回購可提高本公司每股盈利， 而
使整體股東獲益。

除上述披露外，於報告期，本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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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
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董事亦已確認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
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會將持續檢討及監督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以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並維持本公司高水準的企

業管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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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的更新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1) 條，董事履歷詳情變動如下：

劉國勳先生於2021年4月獲委任為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會成員。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依照上市規則及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書面職權範圍。於本中期

報告日期，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分別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王能光先生、劉國勳先生及

陳英龍先生。王能光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本報告（包括中期業績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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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 9,373,909 5,754,675
銷售及服務成本 (8,514,740) (5,234,899)    

毛利 859,169 519,77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6 243,680 206,550
銷售及分銷開支 (426,794) (284,131)
行政開支 (111,112) (75,753)    

經營溢利 564,943 366,442
財務費用 7 (61,207) (57,075)
分佔合營公司的（虧損）╱溢利 (5) 9
分佔聯營公司的（溢利）╱虧損 554 (1,736)    

除稅前溢利 504,285 307,640
所得稅開支 8 (103,699) (65,388)    

期內溢利 9 400,586 242,252    

除稅後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滙兌差額 (25,756) (23,739)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25,756) (23,73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74,830 218,513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90,836 234,786
非控股權益 9,750 7,466    

400,586 24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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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65,080 211,047
非控股權益 9,750 7,466    

374,830 218,5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11
基本（人民幣元） 0.254 0.150
    

攤薄（人民幣元） 0.253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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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6月30日

附註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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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0,583 2,914,140
使用權資產 783,434 730,628
無形資產 137,520 137,581
商譽 141,791 141,791
預付款項及其他資產 769,097 776,818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256,706 221,501
於合營公司的投資 7,765 7,770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7,082 6,52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259,412 1,273,077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金融資產 31,800 31,800
遞延稅項資產 75,612 63,406    

非流動資產總額 6,430,802 6,305,039    

流動資產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188,965 156,796
存貨 1,117,768 1,093,579
應收貿易賬款 13 153,364 155,364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2,794,632 2,736,18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83,160 84,201
已抵押及受限制銀行存款 89,377 84,869
在途現金 67,454 22,031
現金及銀行結餘 1,926,574 1,714,316    

流動資產總額 6,421,294 6,047,338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2,596,327 2,604,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4 220,796 264,44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70,867 855,063
租賃負債 95,484 83,874
應付所得稅 262,767 284,888    

流動負債總額 4,146,241 4,09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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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6月30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附註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額 2,275,053 1,954,65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8,705,855 8,259,69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745,477 654,957
遞延稅項負債 58,039 57,254    

非流動負債總額 803,516 712,211    

資產淨額 7,902,339 7,547,487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 12,540 12,536
儲備 7,822,983 7,475,504    

7,835,523 7,488,040
非控股權益 66,816 59,447    

權益總額 7,902,339 7,547,487
    

於2021年8月16日獲董事會批准：

  
劉風雷 馮果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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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根據股份

獎勵計劃

持有的股份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合併儲備

公平值變動

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率波動

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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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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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1月1日 12,519 (85,962) 3,153,040 1,635 271,382 371,200 9,292 75,840 107,293 3,354,084 7,270,323 53,176 7,323,499              

期內溢利 — — — — — — — — — 234,786 234,786 7,466 242,25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 — — (23,739) — (23,739) — (23,73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 — — — — — — — (23,739) 234,786 211,047 7,466 218,513
已宣派2019年末期股息 — — (108,042) — — — — — — — (108,042) — (108,042)
收購非控股權益 — — — 1,672 — — — — — — 1,672 (5,172) (3,500)
確認以股權結算的股份付款 — — — — — — — (3,393) — — (3,393) — (3,393)              

於2020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12,519 (85,962) 3,044,998 3,307 271,382 371,200 9,292 72,447 83,554 3,588,870 7,371,607 55,470 7,427,077
              

於2021年1月1日 12,536 (101,664) 3,056,416 1,635 297,060 371,200 (77,245) 98,558 88,766 3,740,778 7,488,040 59,447 7,547,487              

期內溢利 — — — — — — — — — 390,836 390,836 9,750 400,58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 — — (25,756) — (25,756) — (25,75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 — — — — — — — (25,756) 390,836 365,080 9,750 374,830
購回股份 — (17,499) — — — — — — — — (17,499) — (17,499)
支付非控股股東股息 — — — — — — — — — — — (2,381) (2,381)
行使購股權 4 — 1,537 — — — — (290) — — 1,251 — 1,251
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安排 — — — — — — — (1,349) — — (1,349) — (1,349)
自保留盈利轉撥 — — — — 507 — — — — (507) — — —              

於202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12,540 (119,163) 3,057,953 1,635 297,567 371,200 (77,245) 96,919 63,010 4,131,107 7,835,523 66,816 7,90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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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經營所得的現金 599,384 777,486
已付所得稅 (136,843) (48,378)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62,541 729,108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25,650 22,837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74,254) (83,16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68,986 144,711
出售無形資產的所得款項 — (1,171)
購入無形資產 (2,826) — 
購置使用權資產 (3,528) (2,554)
第三方貸款之還款 670 — 
向第三方作出之墊款及貸款 — (45,275)
關聯方還款 30,000 — 
業務合併及收購附屬公司 — (153,882)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55,302) (118,496)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行使購股權的所得款項 1,541 — 
購回股份 (24,191) — 
新籌集的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5,217,489 4,507,324
償還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5,225,572) (4,598,831)
收購非控股權益 — (3,500)
已付予非控股股東股息 (2,381) — 
償還租賃負債 (42,152) (38,158)
已付利息 (45,552) (40,430)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20,818) (173,5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增加淨額 186,421 437,017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淨額 25,837 2,511
於1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14,316 1,362,063   

於6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26,574 1,80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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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2020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該等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的
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其業務有關並於2021年1月1日起開始之會計
年度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

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之呈列以及本期間及過往年度呈報之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應用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3.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反映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相應公平值相若。

公平值為在市場參與者有序交易情況下出售一項資產而將收取或轉移一項負債而將支付之價

格。以下為使用公平值層級計量公平值之披露，有關層級將用以計量公平值之估值技術之輸

入數據分為三個層級：

第一級輸入數據：本集團可於計量日期取得之同類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上之報價（未經調整）。

第二級輸入數據：除第一級所包括之報價外，資產或負債之可直接或間接觀察所得輸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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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續）

第三級輸入數據：資產或負債之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於事件或導致轉讓之情況改變當日，本集團之政策乃確認轉入及轉出三級中任何一級。

(a) 於2021年6月30日的公平值層級披露：

利用下列項目進行的公平值計量：

描述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
入之股權投資
非上市股權投資 — — 31,800 31,8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非上市股權投資 — — 1,259,412 1,259,412
中國之非上市私募基金 — 83,160 — 83,160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總額 — 83,160 1,291,212 1,374,372
     

於2020年12月31日的公平值層級披露：

利用下列項目進行的公平值計量：

描述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
入之股權投資
非上市股權投資 — — 31,800 31,8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非上市股權投資 — — 1,273,077 1,273,077
中國之非上市私募基金 — 84,201 — 84,201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總額 — 84,201 1,304,877 1,38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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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續）

(b) 根據第三級按公平值計量的資產對賬：

描述

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入之

股權投資

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股權投資的

投資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20年12月31日（經審核） 31,800 1,273,077 1,304,877
新增 — — — 
確認的總收益或虧損

於損益中* — (13,665) (13,665)
於其他全面收入中 — — —     

於202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31,800 1,259,412 1,291,212
    

*包括於報告期末所持資產的收益或虧損 — (13,665) (13,665)
    

描述

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入之

股權投資

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股權投資的

投資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20年1月1日（經審核） 118,337 1,389,589 1,507,926
新增 — — — 
確認的總收益或虧損 
於損益中* — (116,512) (116,512)
於其他全面收入中 (86,537) — (86,537)    

於2020年12月31日（經審核） 31,800 1,273,077 1,304,877
    

*包括於報告期末所持資產的收益或虧損 — (116,512) (11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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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續）

(c)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所採用的估值程序及公平值計量所採用的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的披露：

本集團財務總監須為就財務報告所需的資產及負債公平值計量負責，包括第三級的公

平值計量。財務總監直接向董事會報告該等公平值計量。財務總監與董事會就估值過

程及結果每年進行最少兩次討論。

就第三級的公平值計量，本集團通常會委聘具有公認專業資格及近期經驗的外部估值

專家履行估值。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

描述 估值技術 主要輸入數據

公平值

2021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中國之非上市私募基金 市場法

私募基金的

市場價格 83,160
    

描述 估值技術 主要輸入數據

公平值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中國之非上市私募基金 市場法

私募基金的

市場價格 8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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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續）

(c)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所採用的估值程序及公平值計量所採用的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的披露：

（續）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

描述 估值技術 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範圍

增加輸入數據

對公平值

的影響

公平值2021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投資的私募股權投資

市場法 缺乏市場流通性折現率 30% 減少 1,259,412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之股權投資

市場法 缺乏市場流通性折現率 15.8% 減少 31,800

      

描述 估值技術 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範圍

增加輸入數據

對公平值

的影響

公平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投資的私募股權投資

市場法 缺乏市場流通性折現率 30% 減少 1,273,077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之股權投資

市場法 缺乏市場流通性折現率 15.8% 減少 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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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汽車銷售及提供售後服務。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其產品以單一業務單

位經營，並設有一個可報告分部，即銷售汽車及提供相關服務。

概無彙集經營分部以組成上述可報告經營分部。

地區資料

由於本集團所有收入均來自中國內地的汽車銷售及提供售後服務，且本集團超過90%可識別
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均位於中國內地，故並無呈列地區分部資料。

主要客戶資料

由於期內向單一客戶作出的銷售均未能達到本集團收入的10%或以上，故並無呈列主要客戶
資料。

5. 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合約之收入

—銷售汽車及其他所得收入 8,251,280 5,021,405
—提供售後服務 1,096,767 717,944

其他來源之收入

—融資租賃服務 25,862 15,326   

9,373,909 5,75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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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收入（續）

客戶合約之收入分類：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物或服務類型

銷售汽車及其他 8,251,280 5,021,405
提供售後服務 1,096,767 717,944   

客戶合約的收入總額 9,348,047 5,739,349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收入的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客戶所得貨物 8,251,280 5,021,405
於某一時間點提供服務 1,096,767 717,944   

客戶合約的收入總額 9,348,047 5,73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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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佣金收入 226,402 163,555
給予第三方貸款及墊款的利息收入 18,602 23,872
銀行利息收入 7,048 8,11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的公平值變動 (14,706) — 
其他 6,334 11,007   

243,680 206,550
   

7. 財務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利息開支 40,250 40,430
租賃利息 20,957 16,645   

61,207 5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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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年度撥備 115,265 82,019
遞延稅項抵免 (11,566) (16,631)   

103,699 65,388
   

根據開曼群島稅務優惠法（2011年修訂版）第6條，本公司已獲內閣總督承諾，開曼群島並無
頒佈對本公司或其經營所得溢利、收入、收益或增值徵稅的法律。

由於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並無於英屬維爾京群島擁有

營業地點（註冊辦事處除外）或經營任何業務，故該等附屬公司毋須繳納所得稅。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就於本期間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2020年：
16.5%）的稅率繳納所得稅。本期間於香港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內地附屬公司的所得稅率為25%（2020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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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9. 期內溢利

本集團期內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薪酬 3,654 3,33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14,70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8,381) 3,937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酬金）

工資及薪金 173,508 110,978
以股權結算的購股權費用 1,349 3,393
其他福利 33,347 15,733
銷售及服務成本：

汽車銷售成本 7,906,659 4,835,690
售後服務成本 608,081 399,209   

8,514,740 5,234,899
   

10. 股息

於2021年6月11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已批准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0.079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0.066元），總額約124,577,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104,077,000元）。股息已於2021年8月11日派付（2020年：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
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69元，總金額約為人民幣108,048,000元）。

董事會建議不宣派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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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390,836 234,786
   

股份數目： '000 '000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39,416 1,574,663

攤薄影響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 購股權 4,272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43,688 1,574,663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200,08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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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3.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並扣除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136,486 138,749
三個月至一年內 16,878 16,615   

153,364 155,364
   

14.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資產負債表日，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212,629 250,058
三至六個月 1,167 7,879
六至十二個月 2,452 1,284
十二個月以上 4,548 5,223   

220,796 26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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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5. 股本

已發行及

悉數繳足股份數 金額

人民幣千元   

於2020年12月31日（經審核）及2021年1月1日 1,576,424,677 12,536
行使購股權 500,000 4   

於202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1,576,924,677 12,540
   

所有過往年度發行股份與已發行的當時現有股份在所有方面享有同等地位。

16.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以向為本集團業務之成功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

提供激勵及獎勵。該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僱員。該計劃於2015年
6月26日生效，除非以其他方式取消或修訂，否則將於自該日起計十年有效。

現時可根據該計劃授出之未行使購股權數目不得超過該等購股權行使後本公司於2015年6月
26日已發行股份之10%。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該計劃各符合資格參與者根據購股權可獲發
行之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任何進一步授予超出此限額之購股權則須
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

向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士授予購股權須事先取得獨立

非執行董事批准。此外，倘若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授予本公司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

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士之購股權超出本公司任何時候已發行股份之0.1%或總值（根據授
出日期本公司股份價格計算）超逾5百萬港元，則須事先在股東大會上取得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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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6.  購股權計劃（續）

授出購股權之要約可於授出日期起計28日內予以接納，於接納授出購股權時須支付1.00港元，
而該付款將不予退還且不被視為支付部分行使價。所授出購股權之行使期由董事決定，並於

歸屬期後開始以及於該計劃期限屆滿當日終止。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釐定，惟不得少於下列各項之最高者：(i)本公司股份於授予購股權日
期在聯交所之收市價；(ii)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刊發之每日報價
表所載之平均收市價；及(iii)股份面值。

購股權並非附帶可令持有人獲得股息或於股東大會投票的權利。

於期內以下購股權尚未根據計劃行使：

於2021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於2020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加權平均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加權平均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每股港元 千份 每股港元 千份     

於1月1日 3.40 44,691 3.40 82,631
期內授出 3.00 (500) 3.00 (4,940)
期內沒收 3.00 (300) 3.00 (33,000)     

於期末 3.46 43,891 3.40 44,691
     

於2019年12月17日，本集團向其僱員授出20,000,000份購股權。

年內已行使購股權於緊接行使日前一日的加權平均股份價格為每股3.49港元（2020年：3.11港
元）。



2021 中期報告 38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6.  購股權計劃（續）

於報告期末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及行使期如下：

202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2020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行使期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 行使期

千份 每股港元 千份 每股港元      

23,891 3.00 2017年7月1日至
2025年6月28日

24,691 3.00 2017年7月1日至 
2025年6月28日

20,000 4.00 2020年2月16日至
2025年12月17日

20,000 4.00 2020年2月16日至
2025年12月17日  

43,891 44,691
  

* 倘若進行供股或紅股發行，或本公司之股本有其他類似改動，則購股權之行使價可予調整。

於2019年12月17日授出購股權之公平值為人民幣24,400,000元（每份為人民幣1.22元）。

該等公平值採用柏力克 — 舒爾斯定價模型計算得出。模型輸入數據如下：

2019年
12月17日  

加權平均股份價格（港元） 3.86
加權平均行使價（港元） 4.0
預期波幅（%） 0.49614
預期年期 6年
無風險利率（%） 0.0172
預期股息率（%） 0.03591

概無其他已授購股權特性加入公平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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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6.  購股權計劃（續）

期內，本年度行使之500,000份購股權導致發行本公司500,000股普通股及人民幣4,200元新股
本（扣除發行開支前）。

於本報告期末，本公司擁有43,891,000份購股權尚未根據該計劃行使。根據本公司現時的資
本架構，悉數行使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可能會導致額外發行43,891,000股本公司普通股及增加
股本438,91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369,566元）（扣除發行開支前）。

於批准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日期，本公司擁有43,891,000份購股權尚未根據該計劃行使，佔該
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約2.78%。

17. 關聯方交易

除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詳述的交易外，本集團於期內與關聯方進行如下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與關聯方之交易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鄭州永達和諧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還款 1,6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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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8. 或然負債

於2021年6月30日及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19. 資本承擔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購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撥備之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71,628 89,461

   

20. 報告期後事項

自報告期末至本報告日期，概無發生對本集團有任何重大影響的重大事件。

21. 批准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於2021年8月16日批准並授權刊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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