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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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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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西重工國際有限公司
BEIJINGWEST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39）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京西重工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業績。該等中期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審閱。

財務資料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290,252 1,319,769

銷售成本 (1,070,341) (1,099,931)  

毛利 219,911 219,83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18,009 14,389
銷售及分銷費用 (15,270) (5,890)
行政開支 (70,624) (71,083)
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193) (838)
研發開支 (122,573) (121,864)
其他經營開支 (73) (411)
財務成本 6 (7,974) (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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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5 21,213 26,040

所得稅開支 7 (9,580) (13,382)  

期內溢利 11,633 12,658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1,633 12,65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8 2.03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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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11,633 12,658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其他全面虧損將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59,567) (5,964)

其他全面收益將不會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
 損益：
 定額福利計劃之重新計量收益 18,449 7,001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所得稅 (41,118) 1,037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9,485) 13,695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9,485) 1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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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08,719 452,885
使用權資產 286,937 324,781
商譽 4,554 4,956
遞延稅項資產 66,836 74,517
其他非流動資產 10 194,058 217,924  

非流動資產總值 961,104 1,075,063  

流動資產

存貨 167,318 195,938
貿易應收款項 11 343,646 328,218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334,009 261,9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0,502 184,565  

流動資產總值 995,475 970,662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331,712 335,97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79,292 154,055
應付所得稅 12,804 1,812
銀行借款 60,149 65,215
定額福利責任 13 3,133 3,267
租賃負債 36,866 36,365
撥備 21,182 28,885  

流動負債總額 645,138 625,569  

流動資產淨值 350,337 345,09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11,441 1,4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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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6,912 29,355
定額福利責任 13 68,588 98,086
租賃負債 261,268 299,030
遞延稅項負債 86,810 96,305
來自一間控股公司的貸款 410 442  

非流動負債總額 443,988 523,218  

資產淨值 867,453 896,93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57,434 57,434
儲備 810,019 839,504  

總權益 867,453 89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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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京西重工國際有限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責任公
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銷售及買賣汽車零部件及元件以及提供技術服務。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該等財務資料之批准日期，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為京西重工（香
港）有限公司，其為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董事認為，最終控股公司為首鋼集團有限
公司（前稱「首鋼總公司」），其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國有企業，並由北京市人民政府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督。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

2.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未載列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
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
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另有訂明者外，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均以港元呈列，所有金額均調整至最接近
之千港元。

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除於本期間之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編製中期簡明綜
合財務資料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
 至二零二零年週期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隨附示例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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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闡述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以提述於二零一八年六月頒佈的財務報告概
念框架取代提述先前的財務報表編製及呈列框架，而未有大幅更改其規定。有
關修訂亦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有關實體參考概念框架以釐定資產或負債
之構成的確認原則加入一項例外情況。該例外情況規定，對於屬香港會計準則
第37號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範圍內的負債及或然負
債而言，倘該等負債屬單獨產生而非於業務合併中產生，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3號的實體應分別參考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 詮釋第21號而非概念框架。此外，有關修訂澄清或然資產於收購日期不
符合確認條件。本集團已將有關修訂前瞻性地應用於在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發生的業務合併。由於概無屬於修訂範圍內的或然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
產生來自期內發生的業務合併，有關修訂並未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任
何影響。

(b)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修訂本）禁止實體從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中扣除
使資產達到管理層擬定之營運狀態所需位置與條件過程中產生的項目銷售的
任何所得款項。相反，實體須於損益中確認銷售任何有關項目的所得款項及該
等項目的成本。本集團已將有關修訂追溯應用於在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可供使用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由於在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在使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可供使用的過程中概無產生任何項目銷售，有關修訂並
未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c)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修訂本）澄清，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評估合約是否
屬虧損性而言，履行合約的成本包括與合約直接相關的成本。與合約直接相關
的成本包括履行該合約的增量成本（例如直接勞工及材料）及與履行合約直接相
關的其他成本分配（例如分配履行合約所用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折舊費用
以及合約管理及監督成本）。一般及行政成本與合約並無直接關連，除非根據合
約明確向對手方收取，否則不包括在內。本集團已將有關修訂前瞻性地應用於
其在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尚未履行其所有責任的合約，並無識別出虧損性合約。
因此，有關修訂並未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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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至二零二零年年度改進載列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隨附示例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41號作出的修訂。適用於本集團的修訂詳情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澄清實體於評估一項新訂或經修訂金
融負債的條款是否實質上不同於原有金融負債的條款時所計入的費用。
該等費用僅包括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已付或已收的費用，其中包括借款
人或貸款人代表另一方支付或收取的費用。本集團已將有關修訂前瞻性
地應用於在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修訂或交換的金融負債。由於期
內本集團概無金融負債修訂，有關修訂並未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
造成任何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移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隨附示例
第13中有關出租人就租賃物業裝修作出付款的說明。此舉消除了在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處理租賃優惠時可能產生的混淆。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的經營業務來自單一經營分部，即製造、銷售及買賣汽車零部件及元件， 
以及提供技術服務。因此，並無呈列經營分部的分析。

產品及服務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工業產品 1,187,013 1,246,534

技術服務收入 103,239 73,235  

1,290,252 1,31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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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英國 372,368 547,913

德國 317,573 266,543

美國 280,435 192,705

中國內地 41,865 29,916

其他國家 278,011 282,692  

1,290,252 1,319,769  

以上收益資料按客戶所在地劃分。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波蘭 634,718 690,110

捷克 163,946 189,055

英國 76,773 98,939

其他國家 18,831 22,442  

894,268 1,000,546  

以上非流動資產資料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且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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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資料

於報告期間，個別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逾10%的本集團客戶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275,983 393,954

客戶B 177,385 142,517

客戶C 148,982 不適用*  

602,350 536,471  

* 佔本集團總收益之比例不超過10%。

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來自銷售廢料、原型及樣件的溢利 12,932 11,043

銀行利息收入 49 98

匯兌差額淨額 3,843 60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 300 624

政府補助 172 547

其他 713 1,473  

18,009 1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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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得除稅前溢利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及已提供服務成本 1,070,341 1,099,9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5,040 35,743

使用權資產折舊 17,250 23,022

核數師酬金 1,311 1,282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薪酬）：
 工資、薪金及福利 230,122 230,218

 定額福利責任開支 13 1,864 2,958  

231,986 233,176

研發成本 122,573 121,864

減：計入研發成本之員工成本 (58,710) (55,688)  

研發成本，扣除員工成本 63,863 66,17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淨額 4 300 624

金融資產（減值撥回）╱減值：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回）╱減值淨額 11 (148) 661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的減值
  淨額 341 177  

193 838

陳舊存貨撥備* 1,279 1,296

保修撥備╱（撥備撥回）淨額 2,214 (2,600)

匯兌差額淨額 (3,843) (604)

* 陳舊存貨撥備計入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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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的利息 2,893 1,653

租賃負債的利息 5,081 6,448  

7,974 8,101  

7. 所得稅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已就於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二零二一年：16.5%）作出撥備。其他地區的應課稅溢利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
在國家的現行稅率計算。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的現行所得稅稅率包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盧森堡 24.9% 24.9%

波蘭 19.0% 19.0%

英國 19.0% 19.0%

法國 25.0% 26.5%

德國 29.8% 29.8%

意大利 27.9% 27.9%

捷克 19.0% 19.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其他地區 13,366 1,711

遞延 (3,786) 11,671  

期內稅項開支 9,580 13,382  

– 12 –



按香港法定稅率計算適用於除稅前溢利之稅項開支與按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開支之對賬
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21,213 26,040

按香港法定稅率16.5%計算的所得稅開支 3,500 4,297

海外業務不同所得稅率的影響 1,912 1,726

毋須課稅收入 (1,005) (711)

不可扣稅開支 10,423 8,037

過往期間已動用稅項虧損 – (1,308)

過往期間當期稅項之調整 (6,693) (1,140)

未來稅率增加對遞延稅項之影響 186 1,773

預扣稅 1,257 708  

按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 9,580 13,382  

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574,339,068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74,339,068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期內及過往期間並無存在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概無呈列截至二零二二
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金額。

9. 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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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履約按金 50,192 57,358

生產前成本 175,667 191,602  

225,859 248,960

一年內 (31,801) (31,036)  

194,058 217,924  

11.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間的貿易條款以賒銷為主，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先付款。客戶的信貸期
一般為一至三個月。每名客戶均設有信貸上限。本集團尋求嚴格控制其未償還應收款項並
設有監控措施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人員定期審閱。高度集中的信貸
風險按客戶分析管理。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作出其他信貸
增級安排。有關金額於扣除撥備後列賬。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及扣除虧損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342,801 326,982

三個月至一年 845 1,236  

343,646 328,218  

– 14 –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年初 (3,789) (3,062)

已撥回╱（確認）減值虧損淨額（附註5） 148 (1,001)

已不可收回撇銷之款項 – 18

匯兌調整 416 256  

於期╱年末 (3,225) (3,789)  

12.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330,226 333,239

三個月至一年 1,403 2,662

超過一年 83 69  

331,712 335,970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並通常於三十至九十日的信貸期限內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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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定額福利責任

本集團有定額福利退休金計劃，涵蓋絕大部分於波蘭、法國及德國的合資格僱員。於財務
狀況表確認的僱員福利責任金額指未供款責任的現值。

定額福利責任乃根據分別位於德國、波蘭及法國的獨立精算師韋萊韜悅諮詢有限公司、
FACTUM S.C.及Sbp採用預計單位信貸法進行的精算估值釐定。

(a) 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的定額福利責任的撥備載列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供款責任的現值 71,721 101,353

分類為流動負債的部分 (3,133) (3,267)  

非流動部分 68,588 98,086  

(b) 定額福利責任的變動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年初 101,353 129,467

即期服務成本 938 5,201

福利責任的利息成本 926 1,090

於期╱年內支付的福利 (1,894) (2,429)

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的重新計量收益* (22,619) (23,090)

匯兌調整 (6,983) (8,886)  

於期╱年末 71,721 101,353  

* 已就重新計量收益撤銷遞延稅項資產4,17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422,000港元）。扣除遞延稅項後的重新計量收益為18,44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8,668,000港元），已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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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確認的淨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服務成本 938 2,424

福利責任的利息成本 926 534  

淨福利開支 1,864 2,958  

14. 股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574,339,068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57,434 57,434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新普通股。

15. 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廠房及機器 80,094 75,710  

16. 報告期後事項

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之批准日期，本集團並無於報告期後須予披露之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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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營運回顧

本集團從事製造、銷售及買賣汽車零部件及元件以及提供技術服務。本集團核
心產品為懸架產品。

本集團之汽車懸架產品主要應用於高檔乘用車，而該等乘用車由我們位於歐洲
之廠房製造。本集團分別於波蘭、英國及捷克共和國設有三大廠房，為客戶製造
及組裝懸架產品。

本集團與其客戶（主要為知名歐洲汽車製造商）建立及維持深厚關係，因此瞭解
客戶的技術要求，且具備對高檔乘用車的製造過程的專業知識。

本集團主要自根據若干因素選定的歐洲供應商採購原材料及配件，包括與本集
團之過往關係、產品的質量及價格、交付時間及售後服務。本集團與主要供應商
維持穩定關係，且就任何指定類型之原材料及元件而言並不依賴任何單一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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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疫情

二零二零年三月，世界衛生組織進行了評估，並將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的全
球疫情定為大流行（「新冠疫情」），並提醒所有國家起動和擴大應急機制。在二零
二零年第二季度，隨著確診的病例數目增加，歐洲多國實施了遏制及緩和措施，
包括旅行禁令、隔離、「留在家中」命令以及類似的措施要求人們大幅限制日常
活動，並要求企業減少或停止日常運營。這些措施導致本集團在英國、波蘭和捷
克共和國的廠房中斷及暫停營運。從二零二零年六月開始，本集團在廠房實施
了新的安全措施，並分階段恢復生產營運，而所有廠房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恢
復生產營運。自恢復營運至今，本集團各廠房一直營運正常。

自新冠疫情出現至今已歷經兩年多時間，雖然目前全球各地的隔離措施沒有如
疫情初出現時的嚴厲，但各地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抗疫措施，始終對生產及消費
各方面帶來一定不便，影響整體經濟表現。未來的疫情變化，如會否再出現病毒
變種增加傳播率、死亡率等情況令全球疫情再度升溫，將仍會左右未來全球的
經濟復甦進程。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自製造及銷售懸架產品錄得收益1,187.0

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1,246.5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收益下跌主要由於經濟環境轉變，歐洲汽車生產放緩，
導致本集團訂單減少。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亦自提供技術服務錄得收益 103.2百
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73.2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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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為 219.9百萬港元及
17.0%，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為219.8百萬港
元及16.7%。毛利大致與去年同期相若，但毛利率則略有上升。

在捷克共和國開設的廠房仍然屬於經營初期，卻剛巧碰上了新冠疫情，因此未
能如期發揮效益，目前處於虧損狀態，未來隨著規模經濟帶動而達致產量擴張、
原材料運用改善及生產效率提升後，將能改善表現。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增加 25.2%至18.0

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14.4百萬港元），這主要是由於來
自銷售廢料、原型及樣件的溢利及匯兌收益增加。

銷售及分銷費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費用增加159.3%至15.3

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5.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去年同
期有較大額的保修撥備撥回，而今期則沒有。另外，今期的運送開支也有所增加。
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包括運送開支、銷售人員的薪金及福利以及保修開支。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行政開支輕微減少 0.6%至70.6百萬
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71.1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已制
定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以減低新冠疫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行政開支主要包
括行政人員薪金及關聯公司收取的管理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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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開支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研發開支輕微增加0.6%至122.6百
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121.9百萬港元），大致與去年同期
的水平相若。研發開支主要包括技術人員薪金及關聯公司收取的服務費。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財務成本下跌1.6%至8.0百萬港元（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8.1百萬港元），與去年同期的水平相若。財務
成本主要指銀行貸款利息及租賃負債利息。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綜合以上所述，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
利為11.6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12.7百萬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我們的業務需要龐大營運資金，主要用於撥付購買原材料、資本開支、研發及其
他開支。我們主要以內部運營產生的現金連同適度的銀行貸款滿足營運資金及
其他資本需求。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營運錄得淨現金流入，當中來自
經營業務的淨現金流入為42.6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為淨
現金流出：30.4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現金及現金等
值項目150.5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4.6百萬港元）。

債務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為 60.1百萬港元，為一間歐洲附屬
公司所取得以歐元及波蘭茲羅提列值的銀行借款，並分別按一個月歐洲銀行同
業拆息加 2.80%年利率及一個月華沙銀行同業拆息加2.60%年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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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為 65.2百萬港元，為一間歐洲
附屬公司所取得以歐元及波蘭茲羅提列值的銀行借款，並分別按一個月歐洲銀
行同業拆息加2.8%年利率及一個月華沙銀行同業拆息加2.6%年利率計息。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以銀行借款總額除以資產總
額計算）為3.1%（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本公司將持續密切監察
本集團的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並按金融市場的變化，不時為本集團制定出適
當的財務策略。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
資產。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歐元及經營業務的當地貨幣列值，當中包括波蘭茲羅提、
英鎊及捷克克朗。部份交易亦會以美元列值。本集團將密切留意外匯市場並不
時採取合理有效的措施，以盡可能地消除任何匯率風險造成的負面影響。

資本及其他承擔

除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5所披露者外，本集團及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其他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其他資料

環保、健康及安全

本集團致力保障人們的健康、天然資源及全球環境，並已採納有害物質控制計
劃及化學物質評估程序。本集團已就其生產設施依據適用環境保護法取得一切
必要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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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嚴格遵守對其具有重大影響之法律及規例，例如與其生產設施向土地、
空氣及水排放及產生廢物有關的各項環保法律。本集團亦已採納各種有害物質
控制計劃及化學物質評估程序以符合適用法律規定。

本集團亦重視其僱員的健康及安全，致力就其員工利益提供安全及健康的工作
環境。為減少員工接觸職業危害因素，本集團向所有相關員工提供職業健康及
安全培訓，預防及控制職業病。本集團亦已採納人力資源政策，實施健康及安全
措施， 例如：(i)識別及宣傳健康及安全措施；(ii)監控職業傷害或疾病統計數字的
趨勢；(iii) 遵守健康及安全規例；及 (iv)透過調查、評估、糾正措施及主動干預減
少事故發生。本集團亦已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守適用之社會、健康及工作安全法
律及規例。

本集團亦重視持續學習，期望員工能與本集團同步成長。同時，亦向全體員工提
供多元化培訓及發展機會，幫助彼等全面發揮潛能。

前景

本集團於歐洲從事製造及銷售汽車零部件及元件，以及買賣汽車零部件及元件。

於回顧期間，俄烏戰事爆發，導致歐洲地緣政治極為緊張，本集團廠房所在地波
蘭、英國以及捷克共和國位處歐洲境內，經營將面對複雜多變的環境。另外，全
球通脹居高不下，物價飆升，能源短缺，工業原材料及勞工成本上漲，加重經營
成本壓力。為壓抑通脹，各地央行亦紛紛實行加息及縮表等緊縮財政政策，使未
來全球經濟添上一層不確定性。

全球新冠疫情已歷經兩年多時間，雖然全球各地已少有出現如疫情剛開始時之
非常嚴厲抗疫措施，可是至今仍未能完全擺脫疫情影響，各地仍有不同程度的
抗疫隔離措施，使經濟始終未能回復到疫情前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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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依賴乘用車製造商成為其產品的客戶或潛在客戶，其財務表現在很大
程度上依靠歐洲汽車行業的持續增長。整體汽車市場需求會受地區經濟環境、
燃油價格及最終客戶對未來經濟狀況之預期等因素影響。該等因素並非本集團
所能控制，或會影響乘用車製造商的汽車年產量，繼而影響本集團產品的銷售
及盈利能力。受疫情影響及蕊片短缺因素，二零二一年歐洲乘用車產量只有約
13,320,000輛，較二零二零年下跌5.7%，較疫情前之二零一九年水平更大幅下跌
28.2%，這對本集團的業務帶來很大挑戰。本集團未來經營情況很視乎將來疫情
變化，通脹情況以至俄烏戰事發展導致的影響而可能出現有極大不同之表現。

本集團已累積豐富的技術知識，並且憑藉一貫對專注在技術專長上的研發有深
厚造詣。我們相信，我們的技術專長、與不同汽車製造商的長久關係以及對汽車
製造商的要求之深入認識，將使我們得以把握更多市場機遇，並開發可符合汽
車製造商的技術要求之產品，從而為本集團的長期發展提供強大支援。

本集團認為，持續投資於研發及工程活動對本集團維持及提高其於行業的領先
地位而言至關重要，而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其將大幅提升本集團的競爭力。同
時， 為了滿足客戶的要求改變，汽車業將不斷演變。為了與我們的客戶步伐一致， 
本集團將致力與各汽車製造商緊密合作，並制定創新方案，為客戶提供更優質
服務。

本集團將致力於維持實質而且健康的增長與發展。儘管來自客戶之定價壓力不
曾間斷以及商品價格上漲，本集團仍能維持合理水平的毛利率。本集團深信能
夠維持長遠的可持續業務發展。本公司將認真評估及檢討本集團之業務，優化
本集團的業務架構，務求改善長遠盈利能力及提升股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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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 2,110名員工。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期間，員工總成本為 232.0百萬港元。員工之薪酬待遇乃參照有關僱員的資
歷及經驗而釐定，管理層會每年參考市況及僱員表現進行檢討。本集團向其僱
員提供全面而具吸引力的薪酬、退休計劃及福利待遇，亦會按員工的工作表現
而酌情發放花紅。本集團已附設定額福利退休金計劃，涵蓋絕大部份位於波蘭、
法國及德國之合資格僱員。本集團亦根據香港法例第 485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
例為香港僱員採納強積金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資料變動

以下是自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年報作出披露之董事資料變動，而該等變動須根據
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予以披露：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譚競正先生已辭任中建富通集團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

除本公告所載者外，董事資料並無任何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條披露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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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各客戶、供應商及股東一向以來給予本集團支持致以衷心
謝意；同時，本人對本集團所有管理層及員工在期內之努力不懈及齊心協力深
表感謝及讚賞。

承董事會命
京西重工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趙久梁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趙久梁先生（主席）、陳舟平先生（董事總經理）、李志
先 生（非執行董事）、譚競正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健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及陳柏林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 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