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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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HAITI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海 天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82）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

收入 5,015.7 5,008.9 0.1
毛利 1,686.1 1,584.6 6.4
經營利潤 1,228.9 1,104.3 11.3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028.0 909.4 13.0
每股基本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0.64 0.57 13.0
每股股息（以每股港元列示）
擬派中期股息 0.24 0.2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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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冠疫情持續衝擊，全球經濟持續失速的狀態下，本公司銷售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達到人民幣5,015.7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
同期上升了 0.1%。

• 毛利率主要因經營效率提升、原材料價格有所下降及匯率波動導致出
口收入折合人民幣有所上升的綜合因素作用而上升至 33.6%（二零一九
年上半年：31.6%）。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升至人
民幣1,028.0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增加13.0%。同時，本期淨利率
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上升 2.4個百分點至20.5%。

• 本公司長期以來注重運營的靈活性和高效率，擁有很強的營運資本管
理能力。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公司經營活動所得現
金淨額達到人民幣1,224.7百萬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人民幣1,365.6百
萬元），淨現金狀況（包含理財產品）達人民幣 8,314.0百萬元（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417.6百萬元）。

• 於報告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64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3.0%。

• 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0.2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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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海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的未經
審核簡明合併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合併損益表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收入 4 5,015,675 5,008,929
銷售成本 (3,329,578) (3,424,338)  

毛利 1,686,097 1,584,591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358,883) (402,840)
一般及行政開支 (293,982) (362,786)
其他收入 106,134 201,159
其他收益－淨額 89,523 84,173  

經營利潤 5 1,228,889 1,104,297
融資收入 6 60,537 61,860
融資成本 6 (17,225) (34,690)  

融資收入－淨額 6 43,312 27,170
分佔聯營公司利潤 11,476 –  

除所得稅前利潤 1,283,677 1,131,467
所得稅開支 7 (256,428) (223,458)  

期間利潤 1,027,249 908,009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 1,027,987 909,359
非控制性權益 (738) (1,350)  

1,027,249 908,009  

股息 8 342,782 301,587  

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的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基本及攤薄 9 0.64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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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期間利潤
期間其他綜合收益： 1,027,249 908,009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9,647) 4,110  

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1,017,602 912,119  

以下人士應佔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1,018,331 913,449
非控制性權益 (729)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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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89,045 3,667,506
使用權資產 474,307 480,791
無形資產 54,606 55,13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37,723 143,001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 536,288 546,042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103,538 200,384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529,119 517,249
定期存款 2,100,000 995,000  

7,624,626 6,605,109  

流動資產
存貨 2,504,996 2,370,729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2,608,381 2,566,381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 152,811 115,116
預付款項及其他資產 182,745 183,743
預付所得稅金 873 17,815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 12 4,362,912 5,664,205
受限制銀行存款 36,796 51,886
定期存款 185,000 190,00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868,043 1,538,360  

12,902,557 12,698,235  

資產總值 20,527,183 19,303,344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13 160,510 160,510
股份溢價 1,331,913 1,331,913
其他儲備 1,534,513 1,543,510
保留盈利 10,836,887 10,083,130  

13,863,823 13,119,063

非控制性權益 6,011 6,740  

權益總值 13,869,834 13,12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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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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46,713 45,503
遞延所得稅負債 320,568 279,072
租賃負債 868 1,133  

368,149 325,70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4 3,406,068 2,959,618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936,387 1,059,247
合約負債 521,197 710,047
即期所得稅負債 185,888 99,893
銀行借貸 1,238,773 1,021,898
租賃負債 887 1,130  

6,289,200 5,851,833  

負債總額 6,657,349 6,177,541  

權益及負債總額 20,527,183 19,303,344  

流動資產淨值 6,613,357 6,846,40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237,983 13,451,511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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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制性

權益 權益總計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160,510 1,331,913 1,526,670 8,901,433 11,920,526 6,586 11,927,112
綜合收益
期間利潤 – – – 909,359 909,359 (1,350) 908,009
其他綜合收益
貨幣換算差額 – – 4,090 – 4,090 20 4,110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 – 4,090 909,359 913,449 (1,330) 912,119       

與擁有人交易
已派股息－二零一八年第二次中期 – – – (259,179) (259,179) – (259,179)

利用其他儲備 – – (26,815) 26,815 – – –       

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 – (26,815) (232,364) (259,179) – (259,179)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160,510 1,331,913 1,503,945 9,578,428 12,574,796 5,256 12,580,052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160,510 1,331,913 1,543,510 10,083,130 13,119,063 6,740 13,125,803
綜合收益
期間利潤 – – – 1,027,987 1,027,987 (738) 1,027,249
其他綜合收益
貨幣換算差額 – – (9,656) – (9,656) 9 (9,647)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 – (9,656) 1,027,987 1,018,331 (729) 1,017,602       

與擁有人交易
已派股息－二零一九年第二次中期 – – – (273,571) (273,571) – (273,571)

分派 – – 659 (659) – – –       

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 – 659 (274,230) (273,571) – (273,571)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160,510 1,331,913 1,534,513 10,836,887 13,863,823 6,011 13,86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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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224,703 1,365,578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77,761) (264,838)
金融工具出售╱（購買）所得款項淨額 170,528 (564,941)
已收利息 164,457 128,296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57,224 (701,48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銀行借貸變動淨額 221,326 (10,197)
派付股息予本公司股東 (273,571) (259,179)
可轉換債券贖回 – (843,368)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2,245) (1,112,74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1,329,683 (448,64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538,360 3,769,637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868,043 3,32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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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海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三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
（1961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
上市，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注塑機製造及分銷。

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獲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並閱讀，惟採
納附註3所披露的新準則及準則及準則修訂除外。



– 10 –

3. 會計政策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若干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適用於本報告期間，由於應用該等準則，本集團並無變更其
會計政策或作出追溯調整。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

重大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修訂）

業務之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經修訂概念框架 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修訂）

與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的
租金寬減

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

(b) 以下是已頒佈但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及本集團並無提
早採納之新訂準則、新詮釋以及準則及詮釋之修訂：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負債分類為即期或非即期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於作擬定

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投資者及其聯營企業或合資
企業之間之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現正評估新訂準則、新詮釋以及準則及詮釋之修訂之全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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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注塑機及相關產品的銷售收入 5,015,675 5,008,929   

本集團主要從事注塑機製造及銷售業務。由於向最高營運決策者作出的內部報告以整個
實體為基準，故本集團僅有一項分部可呈報，並無提供進一步分部資料。

本集團業務所在地位於中國大陸。來自不同國家的外部客戶的銷售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 3,410,337 3,405,073

香港及海外國家 1,605,338 1,603,856  

   

5,015,675 5,008,929  

位於不同國家的非流動資產總值（定期存款、遞延所得稅資產、以攤餘成本計量的其他金
融資產及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除外）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 4,062,467 4,104,664

香港及海外國家 684,610 61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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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利潤

經營利潤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及攤銷 123,704 141,041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17,193 (3,526)

存貨撇減撥備 31,065 4,475

已使用原料及消耗品 2,868,074 2,676,858

匯兌淨額虧損 25,467 12,06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935) 14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收益 (115,475) (92,743)  

6. 融資收入－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及可換股債券利息開支 (17,175) (34,643)

租賃負債 (50) (47)  

(17,225) (34,690)  

融資收入：
可換股債券公允價值變動
－因匯率變動所致 – 12,038

－因債券價值變動所致 – (3,516)

受限制銀行存款、定期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及委托貸款利息收入 59,163 39,008

匯兌收益淨額 1,374 14,330  

60,537 61,860  

融資收入－淨額 43,312 2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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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96,400 165,372

－海外所得稅項 18,148 10,823

遞延稅項 41,880 47,263  

256,428 223,458  

8. 股息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舉行的會議上，董事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24港元（相當於約人民
幣0.22元）。此擬派中期股息尚未於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內反映為應付股息，惟將於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反映為分派儲備。

9. 每股盈利

期間每股基本盈利按照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約人民幣1,027,987,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
909,359,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1,596,000,000股（二零一九年：1,596,000,000

股）計算。

10. 資本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7,761 26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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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大部分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與信譽良好的客戶有關。本集團大部分銷售獲分銷商保
證、中國大陸保險公司作出的信貸安排或銀行發出的信用證保障。本集團授予客戶的信
貸期介乎15日至36個月不等。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6 個月以內 2,108,208 2,180,189

6 個月至1 年 400,008 410,884

1 年至2 年 210,742 194,683

2 年至3 年 58,415 30,177

3 年以上 24,590 23,683  

2,801,963 2,839,616

減：減值撥備 (90,044) (72,851)  

2,711,919 2,766,765  

1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約
人民幣 4,362,912千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664,205千元）。此類金融資產
為本集團持有的各類理財產品如銀行結構性存款、銀行理財產品、信托產品以及基金產
品，以期有利於改善資本使用效率，並為本公司臨時閑置資金帶來投資回報。預期收益
率介乎每年2.7厘至7.5厘（二零一九年：1.5厘至8.5厘），到期日期為0天至366天（二零一九
年：0天至366天）。該等資產概無逾期或減值（二零一九年：無）。

13. 股本

法定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5,000,000 500,000 502,350   

已發行及繳足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1,596,000 159,600 16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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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6個月以內 3,400,220 2,954,811

6個月至1年 2,225 2,132

1年至2年 3,623 2,646

2年以上 – 29  

3,406,068 2,959,618  

15.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撥備： 362,816 34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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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因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新冠疫情」或
「疫情」）導致全球多個國家的停工停產，給本已經陷入危機的全球經濟帶來了
沉重的打擊，而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貿易爭端以及逆全球化趨勢愈演愈烈，在
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導致全球經濟停擺甚至衰退。美國、歐洲等主要經濟體受
新冠疫情影響較大，經濟衰退尤為嚴重，美歐央行不得不開啟超寬鬆的貨幣政
策，無限量的釋放流動性，來刺激國內外需求的不足。相反，中國國內的疫情
在早期得到迅速有效的控制後，通過穩投資、穩出口、大力支持中小企業等一
系列寬鬆政策，經濟增速穩步轉好。

新冠疫情持續衝擊，全球經濟持續失速的狀態下，本公司銷售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達到人民幣 5,015.7百萬元，與二零一九年同期上升了
0.1%。由於經營效率提升、同期原材料價格下降，以及匯率波動導致的出口收
入折合人民幣上升，使毛利率上升了 2.0個百分點至33.6%。

於截止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純利達人民幣1,028.0
百萬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人民幣909.4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3.0%。同
時，本期淨利率較二零一九年同期上升 2.4個百分點至20.5%。

董事會已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第一期中期股息每股0.24
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每股0.2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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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及出口銷售

下表概述本集團按地區劃分的銷售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 %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 %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對比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

國內銷售 3,320.6 66.2% 3,320.2 66.3% 0.0%
出口銷售 1,548.4 30.9% 1,546.5 30.9% 0.1%
部件及服務 146.7 2.9% 142.2 2.8% 3.2%     

總計 5,015.7 100% 5,008.9 100% 0.1%     

全球受疫情的衝擊，國內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銷售受疫情影響比較大，而二季
度起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後開始進入復工復產，公司於二零二零年第二
季度開始全面推出歷經多年研發的三代機，得到了市場上的廣泛認同，借助二
代機平穩過渡到三代機以及運用 IPD模式，國內銷售經歷第一季度經濟停擺一
個月基礎上，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業績，上半年國內銷售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達到人民幣3,320.6百萬元。海外市場由於疫情，大部分區域市場的銷售均有所
下滑，經過公司多年來在海外網絡拓展過程中，本地化管理隊伍的貢獻在此次
疫情中得到了較好的體現，使得公司在局部區域如土耳其、越南、菲律賓等銷
售增加顯著，我們出口銷售略微增加 0.1%至人民幣1,548.4百萬元。

以產品系列劃分的注塑機銷售比例

下表概述本集團以產品系列劃分的銷售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 %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 %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對比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

Mars系列（節能注塑機） 3,655.7 72.9% 3,171.5 63.3% 15.3%
長飛亞電動系列注塑機 566.5 11.3% 773.1 15.4% –26.7%
Jupiter系列（二板注塑機） 465.3 9.3% 663.7 13.3% –29.9%
其他系列 181.5 3.6% 258.4 5.2% –29.8%
部件及服務 146.7 2.9% 142.2 2.8% 3.2%     

總計 5,015.7 100% 5,008.9 1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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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疫情期間，公司主要產品Mars系列的銷售受疫情醫療相關產品和包裝等
民用消費品需求的增加，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3,171.5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零
年上半年的人民幣3,655.7百萬元，增加15.3%。長飛亞電動系列受汽車等行業需
求減弱的影響，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銷售額達到人民幣566.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減少26.7%。同樣受汽車和家電等行業整體市場的影響，Jupiter二板注塑機銷售
由二零一九年的人民幣663.7百萬元下降至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65.3百
萬元，同比減少 29.9%。

展望

年初以來，受新冠疫情導致全球多地經濟活動陷入停頓，繼美國之後，巴西、
印度、俄羅斯、南非、墨西哥等新興市場國家疫情也迎來大爆發，新冠疫情將
會持續影響全球經濟，全球將進入後疫情時代。下半年，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到
來，圍繞中國作為競選的關鍵辯題將會給國內經濟帶來更多不利因素。同時，
各國的貿易爭端、逆全球化、地緣政治危機等，給下半年全球經濟繼續帶來眾
多不確定風險，三大經濟組織和世界主要投行紛紛大幅下調全球和主要經濟
體的經濟預期。

回看國內，在最近一次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一次強調了，扎實做好「六穩」工
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並持續擴大國內需求，擴大最終消費的主要方針。
在此基礎上，「新基建」在國內經濟回穩恢復後將加速佈局，以5G、大數據、人
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和建設新型城鎮化等新領域是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通過
此次疫情，各級政府意識到了製造業所體現出來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對實體經
濟各項支持力度持續加强，尤其是對製造業。在疫情得到控制後，政策刺激後
的利好逐漸會在下半年顯現，我們相信依靠內需拉動經濟的「內循環」，特別是
短期內促進居民消費、加大國內投資和企業減稅降費等一系列措施以及進一
步對外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將使中國經濟穩步上行，我們對二零二零下半
年國內經濟前景保持樂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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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本公司將繼續實現數字化轉型和管理創新改革，引入大數據管理理念，
推進本公司製造智能化和本地化發展。同時我們將助力「綫上升級」，包括數據
化營銷、在綫化管理，以實際需求和市場導向為指導方向，以「互聯網+」和創
新技術為實現手段，並加強和開拓以「五個中心」為基礎的海外市場。

我們將繼續以策略「技術恰到好處」的理念為前提，在滿足客戶個性化和各個細
分市場需求的同時，推進部件的標準化生產，努力成為各個領域的單項冠軍。
本集團將一如既往，以更優質的品質，更便捷的服務持續為客戶創造價值，與
客戶、員工及合作夥伴攜手成長，共同發展。

財務回顧

收益

在新冠疫情持續衝擊，全球經濟持續失速的狀態下，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經營所得收入達到人民幣5,015.7百萬元，與二零一九年同期
上升了0.1%。於報告期間，我們的國內銷售額達到人民幣3,320.6百萬元，出口
銷售額達到人民幣 1,548.4百萬元，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毛利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我們錄得毛利約人民幣1,686.1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上
半年增長6.4%。整體毛利率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增加到33.6%（二零一九年上半
年：31.6%），毛利率的增加乃因 (i)經營效率提升，(ii)原材料價格有所下降，(iii)
匯率波動導致出口收入折合人民幣有所上升。

銷售及行政開支

銷售及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人民幣765.6百萬元下降14.7%至二零二
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652.9百萬元。開支減少主要是因為銷售佣金下降，差旅費
用下降，以及政府對企業社保費用的部份減免。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為政府補貼，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01.2百萬元下降47.3%
至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106.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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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收入淨額

我們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錄得融資收入淨額人民幣43.3百萬元，而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的融資收入淨額為人民幣 27.2百萬元。有關變動主要由於以下因素：(i)
我們在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從受限制銀行存款、定期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等
錄得利息收入人民幣59.2百萬元，而在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我們從受限制銀行存
款、定期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等獲得利息收入人民幣 39.0百萬元，(ii)我們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錄得銀行貸款的利息費用和租賃負債利息費用共計人民
幣17.2百萬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錄得銀行貸款和可換股債券的利息費用和租
賃負債利息費用共計人民幣 34.7百萬元，及 (iii)我們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錄得
匯兌收益淨額人民幣1.4百萬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錄得匯兌收益淨額人民幣
14.3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23.5百萬元增加14.7%至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的人民幣256.4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我們的實際稅率維持相若
水平，達20.0%（二零一九年上半年：19.8%）。

股東應佔純利

因此，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純利升至人民幣1,028.0
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增長 13.0%。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借貸及資本負債

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為其經營及投資業務提供資金。於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定期存款以及受限制現金合共分
別達人民幣2,868.0百萬元、人民幣2,285.0百萬元及人民幣36.8百萬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538.4百萬元、人民幣1,185.0百萬元及人民幣51.9百
萬元）。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短期銀行借貸為人民幣 1,238.8百萬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21.9百萬元）。

本集團亦將若干盈餘資金投放於理財產品，並入帳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理財產品的浮動年息介乎2.7%至7.5%（二零一九年：1.5%
至8.5%）。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為人民幣 4,362.9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664.2百萬元）。

管理層將資本負債比率界定為借貸總額（扣除現金）除以股東權益。於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財政狀況穩健，淨現金狀況達人民幣3,951.1百萬元（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53.3百萬元）。因此，並無呈列資本負債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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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達人民
幣177.8百萬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人民幣264.8百萬元）。

抵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無抵押資產）。

外匯風險管理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向國際市場出口約 32.0%產品。有關銷售以美元或其他外
幣列值，然而，本集團以美元或其他外幣列值的採購額佔採購總額不足10%。

財務擔保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授予客戶的信貸額向有關銀行提供擔保
合共人民幣 651.4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57.4百萬元）。

僱員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合共約6,300人，大部分僱員位於中國內
地。本集團向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計劃。此外，本集團將根據個人及本集
團表現向員工發放酌情花紅。本集團致力在機構中培養學習文化。

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0.24港元，預期將於二零二零
年九月十五日或之前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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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資格收取中
期股息，最遲須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股份過
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6號舖。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致力於維持及確保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慣例。董事會著重於維持各董事在
技能上的均衡性、更高透明度及有效問責體系的董事會，以提升股東價值。董
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現有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於回顧報告期間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藉以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
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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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
具體查詢，彼等均已確認，報告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須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
本公司網站www.haitian.com中公佈。本公司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內寄發予
股東，並將在港交所及本公司的網站公佈。

承董事會命
海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靜章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靜章先生、張劍鳴先生、張劍峰先生、
陳蔚群先生及張斌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郭明光先生及劉劍波先生；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樓百均先生、郭永輝先生、餘俊仙博士及盧志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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