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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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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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

收入 8,225.8 5,015.7 64.0
毛利 2,659.2 1,686.1 57.7
經營利潤 1,863.7 1,228.9 51.7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583.8 1,028.0 54.1
每股基本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0.99 0.64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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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內國外雙循環政策的帶動下，本公司銷售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達到人民幣8,225.8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上升了64.0%。

• 由於報告期間原材料價格快速上升，而產品銷售價格提升效果的滯後
顯現，致使毛利率下降至 32.3%（二零二零年上半年：33.6%）。

•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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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8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增加5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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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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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8.8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人民幣1,224.7百
萬元），淨現金狀況（包含理財產品）達人民幣 8,894.9百萬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9,605.5百萬元）。

• 於報告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99元，較去年同期增加54.1%。

• 董事會決定不會就報告期間分派中期股息，於全年業績經董事會審閱
後再考慮分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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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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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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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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收入 4 8,225,795 5,015,675
銷售成本 (5,566,551) (3,329,578)  

毛利 2,659,244 1,686,09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594,023) (358,883)
一般及行政開支 (447,379) (293,982)
其他收入 126,188 106,134
其他收益－淨額 119,647 89,523  

經營利潤 5 1,863,677 1,228,889
融資收入 6 96,996 60,537
融資成本 6 (22,627) (17,225)  

融資收入－淨額 6 74,369 43,312
分佔聯營公司利潤 19,700 11,476  

除所得稅前利潤 1,957,746 1,283,677
所得稅開支 7 (375,880) (256,428)  

期間利潤 1,581,866 1,027,249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 1,583,757 1,027,987
非控制性權益 (1,891) (738)  

1,581,866 1,027,249  

股息 8 – 34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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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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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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期間利潤
期間其他綜合收益： 1,581,866 1,027,249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20,032) (9,647)  

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1,561,834 1,017,602  

以下人士應佔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1,563,777 1,018,331
非控制性權益 (1,943)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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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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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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0,190 3,914,165
使用權資產 713,188 721,248
無形資產 52,765 53,815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2,475 157,542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 268,267 494,274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84,566 130,35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680,310 484,61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500 500
受限制銀行存款 200,000 –
定期存款 1,915,000 2,310,000  

8,217,261 8,266,505  

流動資產
存貨 3,421,996 2,934,336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3,853,791 3,135,711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 157,244 156,348
預付款項及其他資產 317,812 223,453
預付所得稅金 2,701 3,159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 12 4,499,056 4,604,867
受限制銀行存款 24,092 31,417
應收股息 58,750 58,750
定期存款 835,000 230,88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764,468 3,746,430  

15,934,910 15,125,355  

資產總值 24,152,171 23,39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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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776 1,613,756
保留盈利 11,383,569 11,671,055  

14,469,768 14,777,234

非控制性權益 645 8,802  

權益總值 14,470,413 14,78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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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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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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84 57,592
遞延所得稅負債 447,774 380,588
租賃負債 612 550  

508,070 438,73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4 5,503,517 4,112,557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444,904 1,516,812
合約負債 649,342 964,110
即期所得稅負債 232,520 254,880
銀行借貸 1,342,750 1,318,130
租賃負債 655 605  

9,173,688 8,167,094  

負債總額 9,681,758 8,605,824  

權益及負債總額 24,152,171 23,391,860  

流動資產淨值 6,761,222 6,958,26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978,483 15,22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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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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160,510 1,331,913 1,613,756 11,671,055 14,777,234 8,802 14,786,036
綜合收益
期間利潤 – – – 1,583,757 1,583,757 (1,891) 1,581,866
其他綜合收益
貨幣換算差額 – – (19,980) – (19,980) (52) (20,032)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 – (19,980) 1,583,757 1,563,777 (1,943) 1,561,834       

與擁有人交易
已派股息－二零二零年第二次中期 – – – (868,791) (868,791) – (868,791)
已派股息－二零二零年特別中期 – – – （1,002,452) （1,002,452) – （1,002,452)

處置子公司 – – – – – （6,214） （6,214）       

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 – – (1,871,243) (1,871,243) (6,214) (1,877,457)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160,510 1,331,913 1,593,776 11,383,569 14,469,768 645 14,47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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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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478,779 1,224,703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56,389) (177,761)
出售附屬公司股份淨收入 14,225 –
金融工具（購買）╱出售所得款項淨額 (315,684) 170,528
已收利息 129,697 164,457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628,151) 157,224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銀行借貸變動淨額 38,653 221,326
派付股息予本公司股東 (1,871,243) (273,571)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832,590) (52,24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增加淨額 (981,962) 1,329,68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746,430 1,538,360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764,468 2,868,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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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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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八月十日獲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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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惟採
納附註3所披露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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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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之後起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b) 以下是已頒佈但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及本集團尚未提前
採納的新準則、新詮釋及對準則及詮釋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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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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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成本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3號（修訂）

引用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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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注塑機及相關產品的銷售收入 8,225,795 5,01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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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 5,720,252 3,410,337

香港及海外國家 2,505,543 1,605,338  

8,225,795 5,01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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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 4,759,248 4,451,741

香港及海外國家 754,119 72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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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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及攤銷 149,879 123,704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415 17,193

存貨撇減撥備 7,437 31,065

已使用原料及消耗品 4,215,864 2,868,074

匯兌淨額虧損 42,320 25,46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440)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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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19) (115,475)  

6. 融資收入－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開支 (22,576) (17,175)

租賃負債 (51) (50)  

(22,627) (17,225)  

融資收入：
受限制銀行存款、定期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及委託貸款利息收入 94,598 59,163

匯兌收益淨額 2,398 1,374  

96,996 60,537  

融資收入－淨額 74,369 4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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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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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191 196,400

－海外所得稅項 27,250 18,148

遞延稅項 48,439 41,880  

375,880 256,428  

8. 股息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日舉行的會議上，董事會決定不會就報告期間分派中期股息，於全
年業績經董事會審閱後再考慮分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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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757,000元（二零二零年：人
民幣 1,027,987,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1,596,000,000股（二零二零年：
1,596,000,000股）計算。

10. 資本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6,389 177,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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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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6個月以內 3,483,666 2,816,479

6個月至1年 299,678 263,703

1年至2年 184,067 214,141

2年至3年 31,412 39,672

3年以上 45,507 37,625  

4,044,330 3,371,620

減：減值撥備 (105,973) (105,558)  

3,938,357 3,266,062  

1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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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9,056千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604,867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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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產品以及基金產
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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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厘至7.4厘（二零二零年：2.7厘至7.5厘），到期日期為0天至365天（二零二
零年：0天至366天）。該等資產概無逾期或減值（二零二零年：無）。

13. 股本

法定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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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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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6個月以內 5,493,425 4,104,552

6個月至1年 5,296 1,667

1年至2年 2,974 4,386

2年以上 1,822 1,952  

5,503,517 4,112,557  

15.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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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828 42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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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呈分化趨勢，由於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疫苗接種
率高，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疫情」）控制總體情況相對趨好，並繼續延續
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政策，該等國家經濟活動得到持續復蘇。但不少新
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受疫苗短缺、接種進展滯後等原因而導致疫情的再次爆
發，經濟復蘇繼續面臨阻礙。在各國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消費需求升溫等多重因
素影響下，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供應短缺等問題不斷顯現，給各國製
造業帶來眾多負面因素。而國內得益於良好的經濟環境，以及穩投資、穩出口
等一系列寬鬆政策的支持，經濟總體開始呈現穩定發展跡象。

在國內國外雙循環政策的帶動下，本公司銷售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達到人民幣8,225.8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上升了64.0%。由於報告期
間原材料價格快速上升，而產品銷售價格提升效果的滯後顯現，使毛利率下降
了1.3個百分點至 32.3%。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達人民幣1,583.8
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人民幣1,028.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了54.1%。
同時，本期淨利率為 19.3%，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下降1.2個百分點。

董事會決定不會就報告期間分派中期股息，於全年業績經董事會審閱後再考
慮分派股息（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每股0.2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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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及海外銷售

下表概述本集團按地區劃分的國內及海外銷售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 %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對比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的

變動百分比

國內銷售 5,720.3 69.5% 3,410.4 68.0% 67.7%
海外銷售 2,505.5 30.5% 1,605.3 32.0% 56.1%     

總計 8,225.8 100.0% 5,015.7 100.0% 64.0%     

得益於中國穩定的疫情防控環境及繼續為世界輸出各類產品，本公司國內銷
售取得了不錯的業績，達到人民幣5,720.3百萬元，同比增加67.7%。由於公司多
年來不斷的擴展海外銷售網絡，除個別東南亞國家受疫情影響之外，多數地區
如印度、巴西、泰國等銷售增加顯著，越南、土耳其、俄羅斯等繼續穩步向上，
海外銷售總額同比增加56.1%至人民幣2,505.5百萬元。同時全面推出的三代注
塑機（「注塑機」）受到市場廣泛認可，已佔到上半年總銷售額的60%以上。

以產品系列劃分的注塑機銷售比例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 %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對比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的

變動百分比

Mars系列（節能注塑機） 5,787.7 70.4% 3,655.7 72.9% 58.3%
長飛亞電動系列注塑機 1,054.3 12.8% 566.5 11.3% 86.1%
Jupiter系列（二板注塑機） 891.1 10.8% 465.3 9.3% 91.5%
其他系列注塑機 256.5 3.1% 181.5 3.6% 41.3%
部件及服務 236.2 2.9% 146.7 2.9% 61.0%     

總計 8,225.8 100.0% 5,015.7 100.0% 64.0%     



– 18 –

由於全球經濟不同程度的復蘇，下游各個行業需求強勁，公司Mars系列需求旺
盛，銷售額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3,655.7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二一年上半
年的人民幣5,787.7百萬元，增加58.3%。受國內外高端製造業的恢復和汽車行業
的持續回暖，長飛亞電動系列和 Jupiter二板系列的銷售額同比分別增加86.1%至
人民幣1,054.3百萬元和91.5%至人民幣891.1百萬元。

展望

長遠來看，以中美為代表的地緣政治博弈仍是未來制約全球經濟發展和阻礙
全球化的主要原因，給全球經濟的未來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目前疫苗接種進
度和疫情發展是影響世界經濟復蘇的首要因素，但經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
經濟修復，全球經濟總體恢復快速，且前景趨於樂觀，我們對下半年海外業務
的持續復蘇充滿信心。去年，海外銷售的高增長得益於海外各國的疫情影響了
當地的製造業而帶來大量訂單，但隨著疫情從全球蔓延逐漸轉向局部國家，大
部分國家的製造業開始逐步恢復，國內日用消費品等行業出口的高增長情形
將無法持續。同時，國內消費依舊疲軟，反彈力度有限，中小企業受大宗商品
通脹擠壓，經濟增長出現邊際放緩，給下半年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

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也是海天數字化轉型全面啟動之年。我們希
望通過一系列數字化改革措施，重塑管理模式和業務流程，達到提質增效、成
本優化、流程協同的效果。下半年，公司將會更加貼近市場，通過 IPD的管理模
式，根據各地區需求生產定制化專機，並加大產品研發力度，加快「第三代+注
塑機」的全系列開發，同時繼續加強全球市場佈局，特別對海外疫情恢復比較
快的地區提前做好了人員佈局，應對海外復蘇，提升各行業的產品市場佔有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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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產生了重要影響，美國、歐洲、中國等主要經濟體均
將數字和綠色經濟作為經濟增長的下個目標點。以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
分析等新一代技術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和以新能源、電動汽車等為代表的綠色
經濟將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新引擎。我們將繼續以技術恰到好處的策略理念
為前提，在滿足客戶個性化和各個細分市場需求的同時，完善銷售網絡，推進
部件的標準化生產，努力成為各個領域的單項冠軍。本公司將一如既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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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內國外雙循環的帶動下，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經
營所得收入達到人民幣 8,225.8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上升了64.0%。於報
告期間，我們的國內銷售額達到人民幣5,720.3百萬元，海外銷售額達到人民幣
2,505.5百萬元。

毛利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我們錄得毛利約人民幣2,659.2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上
半年增長 57.7%。整體毛利率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下降到 32.3%（二零二零年上
半年：33.6%），毛利率的減少乃因報告期間原材料價格快速上升，而產品價格
提升效果的滯後呈現所致。

銷售及行政開支

銷售及行政開支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652.9百萬元上升59.5%至二零
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041.4百萬元。開支增加主要是因為銷售佣金、人工成
本費用上升及捐贈支出增加。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為政府補貼，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06.1百萬元上升18.9%
至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126.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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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收入淨額

我們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錄得融資收入淨額人民幣74.4百萬元，而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的融資收入淨額為人民幣 43.3百萬元。有關變動主要由於以下因素：(i)
我們在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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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百萬元，而在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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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百萬元，(ii)我們
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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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百萬元，而二零二零年同期則錄得人民幣 17.2百萬元，及 (iii)我們於二零
二一年上半年錄得匯兌收益淨額人民幣2.4百萬元，而二零二零年同期錄得人
民幣1.4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56.4百萬元增加46.6%至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的人民幣375.9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我們的實際稅率維持相若
水平，達19.2%（二零二零年上半年：20.0%）。

股東應佔淨利潤

因此，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淨利潤升至人民幣1,583.8
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增長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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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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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4.5百萬元、人民幣2,750.0百萬元及人民幣224.1百萬元（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746.4百萬元、人民幣2,540.9百萬元及人民幣31.4百
萬元）。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短期銀行借貸為人民幣 1,342.8百萬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18.1百萬元）。

本集團亦將若干盈餘資金投放於理財產品，並入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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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至7.4%（二零二零年：2.7%
至7.5%）。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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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9.1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604.9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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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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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5.8百萬元（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00.6百萬元）。因此，並無呈列資本負債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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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達人民
幣456.4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人民幣177.8百萬元）。

抵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無抵押資產）。

外匯風險管理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在海外市場銷售約 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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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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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1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49.1百萬元）。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合共約6,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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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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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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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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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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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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認已遵守適
用會計原則、準則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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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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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