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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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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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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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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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

收入 6,509.6 8,225.8 –20.9
毛利 2,000.2 2,659.2 –24.8
經營利潤 1,354.6 1,863.7 –27.3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172.3 1,583.8 –26.0
每股基本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0.73 0.99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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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外複雜的局勢以及國內疫情爆發對公司業務的負面影響下，本公
司銷售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達到人民幣6,509.6百萬元，
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下降了 20.9%。

• 由於報告期間原材料價格仍處於高位，新增產能利用率不足，致使毛利
率下降至30.7%（二零二一年上半年：32.3%）。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淨利潤降至人
民幣1,172.3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減少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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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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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0百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1,478.8百萬元），
淨現金狀況（包含理財產品）達人民幣 9,585.2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0,685.4百萬元）。

• 於報告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 0.73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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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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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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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收入 4 6,509,609 8,225,795
銷售成本 (4,509,434) (5,566,551)  

毛利 2,000,175 2,659,244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535,236) (594,023)
一般及行政開支 (388,755) (447,379)
其他收入 179,226 126,188
其他收益－淨額 99,183 119,647  

經營利潤 5 1,354,593 1,863,677
融資收入 6 101,818 96,996
融資成本 6 (30,261) (22,627)  

融資收入淨額 6 71,557 74,369
分佔聯營公司利潤 12,989 19,700  

除所得稅前利潤 1,439,139 1,957,746
所得稅開支 7 (266,896) (375,880)  

期間利潤 1,172,243 1,581,866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 1,172,258 1,583,757
非控制性權益 (15) (1,891)  

1,172,243 1,581,866  

股息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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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 0.99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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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期間利潤
期間其他綜合收益： 1,172,243 1,581,866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33,914 (20,032)  

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1,206,157 1,561,834  

以下人士應佔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1,206,317 1,563,777
非控制性權益 (160)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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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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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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0,235 4,366,451
使用權資產 716,182 703,787
無形資產 51,864 52,494
遞延所得稅資產 212,959 207,501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 249,766 8,920
預付款項及其他資產 75,342 82,912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163,408 133,637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 12 792,655 260,000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531,514 51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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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存款 870,000 2,067,541  

8,423,925 8,402,276  

流動資產
存貨 3,092,713 3,009,566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2,767,469 3,506,940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其他金融資產 379,023 483,647
預付款項及其他資產 61,544 211,808
預付所得稅金 17,067 20,21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 12 4,829,205 5,893,364

受限制銀行存款 59,068 87,882
定期存款 2,169,845 945,00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112,053 3,592,622  

16,487,987 17,751,039  

資產總值 24,911,912 26,15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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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4,043 1,779,452
保留盈利 12,220,936 12,662,502  

15,907,402 15,934,377  

非控制性權益 473 633  

權益總值 15,907,875 15,93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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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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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56 48,420
遞延所得稅負債 408,868 527,169
銀行借貸 33,717 300,000
租賃負債 276 270  

493,217 875,85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4 4,060,469 4,222,289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568,005 1,850,738
合約負債 530,581 1,089,035
即期所得稅負債 137,615 319,134
銀行借貸 2,213,886 1,860,970
租賃負債 264 280  

8,510,820 9,342,446  

負債總額 9,004,037 10,218,305  

權益及負債總額 24,911,912 26,153,315  

流動資產淨值 7,977,167 8,408,59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401,092 16,81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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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第二期中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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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160,510 1,331,913 1,779,452 12,662,502 15,934,377 633 15,935,010
綜合收益
期間利潤 – – – 1,172,258 1,172,258 （15） 1,172,243
其他綜合收益
貨幣換算差額 – – 34,059 – 34,059 (145) 33,91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 – 34,059 1,172,258 1,206,317 （160） 1,206,157       

與擁有人交易
已派股息－二零二一年第二期中期 – – – (1,233,292) (1,233,292) – (1,233,292)

分派 – – 380,532 (380,532) – – –       

與擁有人交易總額 – – 380,532 (1,613,824) (1,233,292) – (1,233,292)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160,510 1,331,913 2,194,043 12,220,936 15,907,402 473 15,907,875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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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810,961 1,478,779  

投資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636,345) (456,389)
出售子公司股份收益淨額 – 14,225
出售╱（購買）金融工具所得款項淨額 439,839 (315,684)
已收利息 73,508 129,697  

投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122,998) (628,151)  

融資業務所得現金流量：
銀行借貸變動淨額 64,760 38,653
派付股息予本公司股東 (1,233,292) (1,871,243)  

融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1,168,532) (1,832,59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淨額 (480,569) (981,96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592,622 3,746,430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112,053 2,76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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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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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五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已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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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首次應用下列準則及修訂：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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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指引第5號（修訂） 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
處理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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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尚未採納的新訂準則及詮釋

已頒佈但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及尚未提前採納的新訂
準則、新詮釋及對準則及詮釋的修訂：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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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號（修訂） 會計估計的定義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源自單一交易的資產及

負債的相關遞延稅項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 財務報表的呈列－借款人
對含有按要求償還條款的
定期貸款的分類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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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
第2號（修訂）

會計政策之披露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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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注塑機及相關產品的銷售額 6,509,609 8,225,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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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集團僅有一個可呈報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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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 4,213,255 5,720,252

香港及海外國家 2,296,354 2,505,543  

   

6,509,609 8,225,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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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及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除外）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大陸 5,087,885 4,978,459

香港及海外國家 1,047,252 74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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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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及攤銷 190,133 149,879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回）╱撥備 (1,555) 415

存貨撇減（撥回）╱撥備 (8,519) 7,437

已使用原料及消耗品 3,873,142 4,215,864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27) 42,32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442)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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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99) (94,119)  

6. 融資收入－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開支 (25,121) (22,576)

租賃負債 (13) (51)

匯兌虧損淨額 (5,127) –  

(30,261) (22,627)  

融資收入：
受限制銀行存款、定期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以及委託貸款利息收入 101,818 94,598

匯兌收益淨額 – 2,398  

101,818 96,996  

融資收入－淨額 71,557 7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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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182,486 300,191

－海外所得稅 37,022 27,250

遞延稅項 47,388 48,439  

266,896 375,880  

8. 股息

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五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決議不會就報告期間宣派中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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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按照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約人民幣 1,172,258,000元（二零二一年：人
民幣 1,583,757,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1,596,000,000股（二零二一年：
1,596,000,000股）計算。因不存在攤薄普通股，故不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資本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土地使用權 20,665 –

物業、廠房及設備 615,680 45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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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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的擔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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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
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6個月以內 2,660,822 3,522,779

6個月至1年 58,362 –

1年至2年 237,387 143,641

2年至3年 41,385 43,013

3年以上 32,869 33,155  

3,030,825 3,742,588

減：減值撥備 (99,948) (102,011)  

2,930,877 3,640,577  

1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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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1,860,000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153,36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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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本公司閑置資金帶來投資回報。預期收益
率介乎每年2.5厘至7.6厘（二零二一年：1.1厘至6.0厘），到期日期為0天至1,094天（二零二一
年：0天至1,096天）。該等資產概無逾期或減值（二零二一年：無）。

13. 股本

法定股本 
普通股數目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5,000,000 500,000 502,350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數目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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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6 個月以內 4,041,176 4,210,477

6 個月至1年 11,002 –

1年至2年 5,298 2,674

2年以上 2,993 9,138  

4,060,469 4,222,289  

15.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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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629 81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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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在地緣政治衝突加劇、全球通脹持續上升和美聯儲加息等
複雜局勢下，歐美日等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速放緩。特別是俄烏戰爭推動能源價
格上漲，使歐洲經濟受到重創。中國受國內、外多重壓力和疫情反復的影響，
導致需求端下滑、市場預期惡化，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經濟偏離正常增長軌蹟，
致使短期經濟景氣度下行。

在國外複雜的局勢以及國內疫情爆發對公司業務的負面影響下，本公司銷售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達到人民幣6,509.6百萬元，與二零二一年
同期下降了 20.9%。由於報告期間原材料價格仍處於高位，新增產能利用率不
足，使毛利率下降了 1.6個百分點至 30.7%。

於截止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純利達人民幣1,172.3
百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1,583.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26.0%。
同時，報告期間淨利率為 18.0%，較二零二一年同期下降1.2個百分點。

董事會決定暫不分派本次中期股息，於全年業績經董事會商定後再考慮分派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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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及出口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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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 %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

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對比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百分比轉變

國內銷售 4,213.3 64.7% 5,720.3 69.5% –26.3%
海外銷售 2,296.3 35.3% 2,505.5 30.5% –8.3%     

總計 6,509.6 100% 8,225.8 100% –20.9%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國內多地受疫情政策管控，尤其是華東地區的疫情對本公
司影響較大，本公司的國內銷售總額錄得人民幣4,213.3百萬元，同比下降26.3%。
海外市場方面，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北美地區銷售增長顯著，但受地緣政治衝突
和全球通脹上升的影響，歐洲、東南亞和南美等區域銷售下滑，因此，本公司
的海外銷售總額錄得人民幣 2,296.3百萬元，同比下降8.3%。

以產品系列劃分的注塑機銷售比例

（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 %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

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對比
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
百分比轉變

Mars系列（節能注塑機） 4,005.8 61.5% 5,787.6 70.4% –30.8%
長飛亞電動系列注塑機 1,032.5 15.9% 1,054.3 12.8% –2.1%
Jupiter系列（二板注塑機） 1,156.6 17.8% 891.1 10.8% 29.8%
其他系列注塑機 77.0 1.1% 256.5 3.1% –70.0%
部件及服務 237.7 3.7% 236.2 2.9% 0.6%     

總計 6,509.6 100% 8,225.8 100%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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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由於全球通脹和疫情的反復，同時受到房地產市場需求放
緩對家電、日用品、建材和包裝的影響，Mars系列實現銷售人民幣 4,005.8百萬
元，同比下降30.8%。得益於全球汽車行業尤其是新能源汽車市場的持續回暖，
Jupiter二板機系列銷售同比增加29.8%至人民幣1,156.6百萬元。本公司長飛亞電
動系列受到汽車和其他行業的綜合影響，銷售同比下降2.1%至人民幣1,032.5百
萬元。

展望

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在貿易保護主義和地緣政治風險持續的預期下，全球通脹
壓力擴散，歐美日等主要發達國家滯脹風險加劇，且恐向新興市場國家擴散，
致使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回看國內，隨著疫情已開始得到相對有效的控制，今
年以來的一系列穩增長政策可以逐步起效，內需的改善將成為穩定經濟大盤
的關鍵。但同時受海外經濟滯脹的影響，外需的減弱將對國內下游行業的出口
造成一定衝擊，進而影響國內經濟增長動能，給二零二二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帶
來了不確定性。

本公司將繼續通過 IPD的管理模式，加快技術創新和專機的推廣，維持產品領
先性，最終提升產品競爭力。根據當前市場供需情況，本公司已於第二季度末
開始針對性地向市場推廣新研發的機型。本公司將繼續做好對原材料成本、製
造成本的控制，持續推進工廠自動化、智能化生產。另外，我們也將持續為客
戶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提升客戶滿意度和黏性，鞏固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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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加快海內、外建設，全面打造全球「6+2」佈局，包含 6個海外區域中心
及寧波、順德2個國內中心。國內方面，華南總部的一號廠房已經於二零二二
年七月正式運行。國外方面，墨西哥工廠已經正式運營，以便我們深耕北美市
場；另外，我們還於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在塞爾維亞購入土地作為東歐製造基
地，進一步服務和拓展歐洲和中東市場；未來我們還將繼續在東南亞拓展佈
局。我們將繼續深耕國外市場，實現我們的產品在海外地區的本土化製造，進
一步完善海外營銷、應用和服務網絡，形成多行業、多形態對外競爭格局，不
斷提升本公司的全球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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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一如既往，以更優質的質量、更便捷的服務持續為客戶創造價值，與
客戶、員工、合作夥伴及投資者攜手成長，共同發展。

財務回顧

收益

在國外複雜的局勢以及國內疫情爆發對公司業務的負面影響下，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經營所得收入達到人民幣6,509.6百萬元，較二零
二一年同期下降了20.9%。於報告期間，我們的國內銷售額達到人民幣4,213.3百
萬元，海外銷售額達到人民幣 2,296.3百萬元。

毛利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我們錄得毛利約人民幣2,000.2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上
半年減少 24.8%。整體毛利率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下降到 30.7%（二零二一年上
半年：32.3%），毛利率的下降乃因報告期間原材料價格仍處於高位，新增產能
利用率不足所致。

銷售及行政開支

銷售及行政開支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041.4百萬元下降11.3%至二零
二二年上半年的人民幣924.0百萬元。開支減少主要是因為銷售佣金、人工成本
費用及其他行政成本減少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為政府補貼，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26.2百萬元上升42.0%
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人民幣 179.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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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收入淨額

我們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錄得融資收入淨額人民幣71.6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的融資收入淨額為人民幣 74.4百萬元。有關變動主要由於以下因素：(i)
在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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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百萬元，而在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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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百萬元，(ii)於二
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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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同期則錄得人民幣22.6百萬元，及 (iii)於二零二二年上半
年錄得匯兌虧損淨額人民幣5.1百萬元，而二零二一年同期錄得匯兌收益淨額
人民幣2.4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375.9百萬元減少29.0%至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的人民幣266.9百萬元。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我們的實際稅率維持相若
水平，達18.6%（二零二一年上半年：19.2%）。

股東應佔淨利潤

因此，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淨利潤降至人民幣1,172.3
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減少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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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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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1百萬元、人民幣3,039.8百萬元及人民幣59.1百萬元（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592.6百萬元、人民幣3,012.5百萬元及人民幣87.9百
萬元）。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銀行借貸為人民幣2,247.6百萬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161.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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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至7.6%（二零二一年：1.0%
至6.0%）。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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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1.9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6,153.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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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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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3.4百萬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532.0百萬元）。因此，並無呈列資本負債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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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資本開支包括土地使用權、添置物業、廠房及
設備，達人民幣636.3百萬元（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人民幣456.4百萬元）。

抵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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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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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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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4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79.5百萬元）。

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合共約7,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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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著重於維持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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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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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業績公告須刊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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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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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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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俊仙女士及盧志超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