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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布

財務概要：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集團之收益約為港幣7仟�佰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增加約港
幣6佰萬元（�0%）。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港幣�億6仟�佰萬元，較二零零
七年同期大幅增加約港幣�億5仟6佰萬元（��7%）。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約為港幣�億8仟8佰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
大幅增加約港幣�億5仟8佰萬元（���%）。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每股基本盈利約為港幣5.0�仙（二零零七年：港幣�.77仙）。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議決不派發中期股息予本公司
股東（二零零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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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此中期業績已
經本公司核數師均富會計師行及只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一名出任委員會主席）所組
成之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收益  72,123		 65,638
銷售成本  (68,112	)	 (57,536 )    

毛利  4,011		 8,�0�
其他收入  9,530		 9,658
分銷及銷售費用  (1,899	)	 (�,78� )
行政費用  (47,396	)	 (��,08� )
財務費用 4 (7,047	)	 (�0,804 )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部份
 之公允值收益（虧損）  17,572		 (�8,6�9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9 287,830		 ��9,6�5    

稅前溢利  262,601		 84,079

稅項 5 (6,113	)	 (730 )    

本期間溢利 4 256,488		 83,349    

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61,095		 8�,4�6
 少數股東權益  (4,607	)	 933    

  256,488		 83,349    

股息 6 67,614		 57,3�7    

每股盈利
 基本 7 港幣5.02仙  港幣�.77仙    

 攤薄 7 港幣4.46仙  港幣�.7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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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76,327		 3�,�46
 無形資產  8,862		 –
 聯營公司權益 9 2,355,080		 �,��5,456    

  2,440,269		 �,�57,70�

流動資產
 存貨 10 21,368		 �4,49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94,767		 68,�7�
 可退回稅項  1,159		 –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31,042		 –
 應收聯營公司股息  160,400		 3,560
 待售投資  1,290		 –
 以公允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		 4,68�
 銀行結餘及現金  576,205		 793,4��    

  886,231		 884,3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46,071		 38,7�5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071		 ��7
 稅項  –		 73�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 12 1,888		 �9,460
 短期銀行借款（有抵押）  –		 �0,5�6    

  49,030		 79,559    

流動資產淨值  837,201		 804,7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77,470		 �,96�,47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4,022		 �04,0��
 儲備  2,626,607		 �,337,4�8    

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權益  2,730,629		 �,44�,440
少數股東權益  224,789		 ���,760    

權益總額  2,955,418		 �,653,�00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2 316,321		 309,�74
 遞延稅項負債  5,731		 –    

  322,052		 309,�74    

  3,277,470		 �,9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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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
製，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零七年之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
料將會於二零零八年之全年財務報表中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有關會計政策變動之
詳情載於附註�。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一詞
統指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該等準則適用於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
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或財政狀況並無重大影響，因此並無確認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準則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及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之責任�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3

 －詮釋第�3號

�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3 適用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本集團現正對此等新訂╱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於初始應用期間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政狀
況之影響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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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董事認為，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汽車部件及相關汽車零件之製造及貿易，此業務代表本
集團於有關期間之所有收益及營業溢利，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
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務分類資料。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營運業務以及其客戶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故此並無呈列地區市場
分析。

4.	 本期間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

財務費用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開支 7,047		 �0,656
須於一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款之利息 –		 �48   

財務費用總額 7,047		 �0,80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3,330		 8,��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76		 776
以股份付款之確認（包含於行政費用） 17,717		 �,349   

員工成本總額 32,123		 �0,�40
   

其他項目
利息收入 (9,060	)	 (8,�39 )
已出售存貨成本 68,112		 57,536
折舊 1,892		 869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包含於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1,576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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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外商企業所得稅 382		 730

遞延稅項 5,731		 –   

 6,113		 730
   

由於本集團屬下各公司期內在香港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此期內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
撥備。

根據經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通過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
法」），國內及外資企業之新企業所得稅率統一為�5%，並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二零零七年：33%）。該等於二零零八年前已開始稅務優惠期之企業可享用餘下之稅務
優惠期直至屆滿。就該等於二零零八年前未有開展稅務優惠期之企業，彼等之稅務優惠
期會被視作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並可享用餘下之稅務優惠期直至屆滿。

根據新法，本集團須就其於中國之外商投資企業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產生溢利而將
分派之股息繳交預扣稅。本集團就其於中國之聯營公司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產生之可分派溢利已確認遞延稅項負債港幣5,73�,000元。

6.	 股息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別為每股股份港幣0.0�3元（二零零七年：每股
股份港幣0.0�元）之末期股息及每股股份港幣0元（二零零七年：每股股份港幣0.00�元）之
特別股息已於本期間支付予股東，合共港幣67,6�4,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57,3�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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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6�,095,000元（二零零七年：
港幣8�,4�6,000元）及按以下數據計出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0�,083,450股（二零零
七年：4,667,546,6��股）計算：

(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5,201,083,450	 4,�5�,388,496
發行新股份之影響 –		 447,5�3,8��
因轉換可換股債券而發行股份之影響 –  68,644,304   

於六月三十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201,083,450  4,667,546,6��
   

(b)	 每股攤薄盈利

本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是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50,570,000元（二零
零七年：港幣8�,4�6,000元）及按以下數據計出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6��,95�,�76
股（二零零七年：4,745,�9�,036股）計算：

(i)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攤薄）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261,095		 8�,4�6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實際利息之除稅後影響 7,047		 –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部份公允值收益
 之除稅後影響 (17,572	)	 –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 250,570		 8�,4�6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201,083,450		 4,667,546,6��
視作轉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 365,413,793		 –
視作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之影響 46,453,933		 77,644,4�4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612,951,176		 4,745,�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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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視作轉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具反攤薄影響，故視
作轉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並無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約港幣45,��3,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90�,000
元）。

9.	 聯營公司權益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佔資產淨值 2,336,140		 �,�06,5�6
商譽 18,940		 �8,940   

 2,355,080		 �,��5,456
   

代表：
聯營公司投資成本
 非上市 727,246		 846,64�
 於海外上市 199,323		 �03,73�
應佔收購後之溢利及儲備 1,409,571		 �,056,�4�
商譽 18,940		 �8,940   

 2,355,080		 �,��5,456
   

上市投資公允值 332,916		 495,378
   

本集團聯營公司之財務資料概述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總資產 11,899,943		 �0,3�0,038
總負債 (6,583,289	)	 (5,40�,959 )   

資產淨值 5,316,654		 4,907,079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資產淨值 2,336,140		 �,�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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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6,847,232		 5,006,�90
   

聯營公司股權持有人期內應佔溢利 619,557		 �76,895
   

本集團期內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87,830		 ��9,6�5
   

10.	 存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成本：
 原材料 13,993		 9,��7
 在製品 1,217		 �,�47
 製成品 6,158		 4,��4   

 21,368		 �4,498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應收聯營公司之貿易應收款項 56,988		 �8,3�0
應收票據 22,189		 43,397   

 79,177		 6�,707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5,590		 6,464   

 94,767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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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30日至90日之信貸期。於結算日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26,543		 �8,3�0
6�至90日 16,176		 –
超過90日 14,269		 –   

 56,988		 �8,3�0
   

12.	 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之條款詳情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
可換股債券包含負債部分及嵌入式衍生工具（包括一項認沽期權、一項認購期權及換股
權），各部分須分別處理。可換股債券於期內之變動載列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部分
承前賬面值 309,274		 68�,838
期╱年內轉換 –		 (408,667 )
應計實際利息費用 7,047		 35,�03   

 316,321		 309,�74
   

有關認沽期權及換股權之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允值
承前賬面值 56,779		 �69,78�
期╱年內轉換 –		 (90,658 )
公允值變動 (23,001	)	 (��,345 )   

 33,778		 56,779   

減：有關認購期權之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允值
承前賬面值 37,319		 ��5,894
期╱年內轉換 –		 (6�,884 )
公允值變動 (5,429	)	 (�6,69� )   

 31,890		 37,3�9   

 1,888		 �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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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並無轉換可換股債券（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港幣396,000,000
元），而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尚未償還之本金額為港幣3�7,900,000元（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7,900,000元）。

可換股債券之嵌入式衍生工具以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允值計量，該公允值由獨立
專業估值師邦盟匯駿評估有限公司使用畢蘇期權定價模式及貼現現金流方法計算。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應付予第三方 37,400		 3�,047

其他應付款項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671		 7,678   

 46,071		 38,7�5
   

於結算日之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28,146		 �4,87�
6�至90日 5,984		 4,�43
超過90日 3,270		 �,03�   

 37,400		 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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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業績

二零零八年是本集團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完成對旗下五
間聯營公司的收購，將其持股比例增加至9�%。透過該項收購計劃，本集團將成為其
主要盈利來源的五間聯營公司（即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吉利控股」）旗下所有
汽車相關業務）的最終控股公司。而由二零零八年七月開始，本集團可將其有關業務
的財務業績合併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中。

雖然中國轎車市場於二零零八年年內增長繼續放緩，而且原材料價格及其他成本顯著
上漲，本集團在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業績表現依然令人鼓舞，這主要有賴本集團旗下
五間聯營公司於去年開始作出戰略性業務轉型並取得初步正面效果所致，從低價的舊
款轎車成功轉移到較高價的新款轎車。

為應付市場環境的迅速轉變，本集團旗下五間聯營公司自二零零七年年中開始作出戰
略轉型，透過增加生產較高檔次及較大型轎車，以及增加投資於提升科技水平及品牌
建設，把吉利轎車的競爭重點由價格優勢轉向技術及性能領先。此戰略性轉型的正面
成果已開始反映在二零零八年的業績上。雖然中國整體轎車市場增長由二零零八年第
二季開始放緩，但本集團旗下五間聯營公司的銷售量及利潤在此環境下依然錄得可觀
增長。本集團旗下的五間聯營公司－浙江吉利汽車有限公司（「浙江吉利」）、上海華普
國潤汽車有限公司（「上海華普」）、浙江金剛汽車有限公司（「浙江金剛」）、浙江陸虎汽
車有限公司（「浙江陸虎」）及湖南吉利汽車部件有限公司（「湖南吉利」）於二零零八年首
六個月合共售出�06,948台轎車，比去年同期銷量上升�7%，並錄得港幣6億7佰萬元純
利，較二零零七年同期上升��9%。

在其聯營公司的強勁業績帶動下，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本集團
純利大幅上升至港幣�億6仟�佰萬元，比二零零七年同期上升��7%。部份利潤增長亦
來自本公司五年期零息可換股債券(二零一一年到期)達到港幣�仟8佰萬元的公允值收
益，另外在二零零七年年內有逾半數可換股債券進行換股，亦為公司減輕了66%的財
務費用。然而，此業績也已計入有關港幣�千8佰萬元發行購股權及港幣6佰萬元遞延
稅項而產生的非現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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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營業額主要由旗下的全資附屬公司浙江福林國潤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浙江
福林」）所貢獻，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共錄得的港幣7仟�佰萬元的收
入，較去年同期輕微上升約�0%。但該公司在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的盈利表現受到原
材料價格高企所影響，於期內下降55%至港幣�佰40萬元。

本公司持有5�%股權，與英國錳銅控股有限公司（「英國錳銅」）成立的合營公司–上海
英倫帝華汽車部件有限公司（「上海英倫帝華」）將於二零零八年年底前開始生產中國版
本的TX4型號出租車。由於期內未有收入來源，上海英倫帝華在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錄
得淨虧損港幣9佰40萬元，而其中港幣5佰�0萬元是由匯兌相關的虧損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成立全資附屬公司－浙江金剛汽車零部件研究開發有限公
司（「浙江金剛汽車零部件研發」），主要投資於有關汽車零部件的項目。該公司於二零
零八年上半年已完成第一個投資項目，惟於期內尚未帶來營業額貢獻。該公司在期內
錄得淨虧損港幣3佰70萬元，主要由於持有之現金錄得港幣3佰50萬元匯兌虧損。

收購聯營公司的額外權益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完成收購本集團旗下五間聯營公司，包括浙江吉利、上
海華普、浙江金剛、浙江陸虎及湖南吉利的額外權益，使本公司所持五間聯營公司之
股權增至9�%，此項收購總代價為港幣�6億�仟�佰萬元，以每股港幣�.�5元發行本公
司新股支付，新發行股份將增加本公司之普通股股本總數約四分之一。此港幣�6億�
仟�佰萬元之代價，是根據五間聯營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所錄得之未經
審核之資產淨值而訂立。

是項收購為本集團進一步重整其企業架構，旨在大幅提升集團的營運效率及透明度。
是次收購亦可令本集團將吉利控股汽車相關業務之龐大收入（於二零零七年已錄得超
過人民幣70億元的收入）及其大部分營運收益納入本集團賬目。緊隨收購完成後，五
間聯營公司已成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而其財務業績已合併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業績
中。



- �4 -

汽車零部件製造－浙江福林國潤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浙江福林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轎車剎車系統及電子助力轉向系
統，主要供應予本集團的聯營公司。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由於主要採用浙江福林生
產的剎車系統及電子助力轉向系統的「自由艦」的銷售增長強勁，因此浙江福林的產品
需求維持穩定。浙江福林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營業額保持於約港幣7仟�佰萬元的水
平，與去年同期相若。但其毛利率受鋼鐵及其他原材料價格上升影響，其純利於期內
因而下降55%至港幣�佰40萬元。為了減輕原材料價格上升對低檔產品如剎車系統的
影響，浙江福林在二零零八年開始向吉利汽車的較高檔轎車「自由艦」及「吉利金剛」提
供新一代電子助力轉向系統。而其他較高檔汽車零部件產品如爆胎監測與安全控制系
統（「BMBS」）亦已開始投產，期望這些新產品能增強其盈利能力。為了支持新產品之
開發及準備投資於其生產設施，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年底注資人民幣�億元予浙江福
林，將原本註冊資本由人民幣�仟萬元增加至人民幣�億�仟萬元。董事會相信由於浙
江福林現擁有更充裕的資金及新產品計劃，該公司於未來數年有更好的營運表現。

出租車生產－上海英倫帝華

本公司佔5�%股權的上海英倫帝華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主要目標是生產具英國倫
敦特色的倫敦出租車、高檔及大型豪華轎車以拓展國內及國際市場，並透過在中國量
產化大幅降低生產成本。向上海華普租用的廠房已於二零零八年年中完成改裝，並在
六月份完成TX4車款原型的試生產，TX4本地型號的重新設計及改裝亦已完成，將於
年底開始正式投產。該產品的銷售及宣傳活動已於中國、亞洲和其他國際市場全面展
開，以開拓全球的潛在市場。其中包括在二零零七年度之香港國際汽車零部件及配件
展，二零零八年底特律汽車展以及二零零八年北京汽車展的產品展示。TX4在亞洲區
以外的獨家經銷商：英國錳銅控股早前宣佈已簽署多份諒解備忘錄，於二零零九年起
三年期內向其客戶供應6,000台TX4型號之倫敦出租車。至今，各地潛在客戶對將於
上海生產的倫敦出租車反應熱烈，令人感到鼓舞。上海英倫帝華於期內並沒有收入來
源，於二零零八年因而錄得淨虧損港幣9佰40萬元，主要是由於該公司之現金結餘在
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因為匯率影響導致相關兌換虧損5佰�0萬元。

浙江金剛汽車零部件研究開發有限公司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成立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浙江金剛汽車零部件研究開發有
限公司，投資於有關汽車零部件的項目。該公司主要集中投資汽車零部件的生產商及
研發項目，以配合本集團聯營公司的需要。總出資額共為�仟4佰9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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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內的首項投資是與天津海天汽車配件發展有限公司（「天津海天」）以50:50比例的
合資形式進行組建的合營公司曲阜凱倫汽車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天津海天汽車配件
發展有限公司是在中國製造及銷售汽車曲軸減震皮帶輪總成與汽車引擎支架系統的主
要生產商。是項投資總投資額為人民幣3仟萬元，註冊資本人民幣�仟萬元。本集團以
現金形式向合資公司注入人民幣�仟萬元，而天津海天則以現金形式向合資公司注入
另外人民幣�仟萬元，並注入其製造技術及現有業務至合資企業。該合資企業生產基
地位於山東省曲阜市，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汽車曲軸減震皮帶輪總成及汽車引擎支架
系統，主要向天津夏利及本集團聯營公司供貨。該公司位於曲阜市發展區佔地�萬平
方米的廠房的興建工程正如期進行，預計會於二零零九年年初完工並開始投產，年生
產力為汽車曲軸減震皮帶輪總成及汽車引擎支架系統各�佰萬套。

由於該浙江金剛汽車零部件研究開發有限公司於期內並沒有收入來源，公司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止半年期間因而錄得淨虧損港幣3佰70萬元，主要是由於該公司之現金結餘
因匯價變動而導致兌換虧損港幣3佰50萬元。

英國錳銅控股有限公司

本集團擁有倫敦出租車的主要製造商英國錳銅控股有限公司（「英國錳銅控股」）共
5,700,000股普通股股份，約佔英國錳銅控股總股本的��.83%權益。英國錳銅控股亦
擁有48%上海英倫帝華的股權，英國錳銅控股現在的主要收入來自在英國市場生產及
銷售倫敦出租車。該公司二零零八年上半年表現受到英國經濟環境轉壞的拖累，出
租車銷售業務呈現下降。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總銷售車輛數下跌
�3%至�,�69台，總收入下跌7%至4仟�佰40萬英鎊。另外，由於部分重要組件需由歐
洲入口，歐元兌英鎊於期內的強勢匯價亦對該公司的業務有負面影響。但在以上負面
因素影響之下，該公司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業績依然有穩定表現，主要是由於零件及金
融業務有強勁表現。英國錳銅控股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錄得稅前
盈利�佰50萬英鎊（截至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稅前盈利為70萬英鎊），董
事局宣佈派中期股息每股�.�5便士。

在英國錳銅控股的二零零八年中期業績公告中，該公司董事局預期下半年新造車輛訂
單會跟隨季節性週期下跌。雖然英國經濟環境尚未明朗，但由於該公司上半年在節省
成本方面取得良好進展，董事局認為公司有足夠能力應付下半年的挑戰。管理層正專
注控制營運成本以應付預期中的銷售量下降，並透過從中國方面入口組件以進一步減
省成本。另外，該公司佔48%股權的上海英倫帝華於二零零八年年底的正式投產將進
一步幫助英國錳銅控股長遠表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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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製造─浙江吉利、上海華普、浙江金剛、浙江陸虎及湖南吉利

由於本集團對旗下聯營公司的收購在二零零八年七月才完成，本集團於浙江吉利、上
海華普、浙江金剛、浙江陸虎及湖南吉利的權益在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仍按本集團持有
46.8%股權之「聯營公司」計算。該五間聯營公司於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共售出吉利和
華普轎車�06,948台，較二零零七年同期上升�7%，主要由一些新型號及較高售價的車
型如「吉利金剛」，及期內強勁出口增長所帶動，期內出口數量上升�00%至多於�0,400
台。在持續的產品組合結構改善下，該等聯營公司的收入及純利均錄得更明顯快速的
增長。本集團五間聯營公司的總銷售額較二零零七年同期增長44%至港幣46億9仟萬
元，其總純利增長��9%至港幣6億7佰萬元。集團新的三款高檔型號轎車「自由艦」、
「吉利金剛」以及「遠景」佔總銷售量的7�%，而去年同期只佔59%。

當中尤以「吉利金剛」的市場反應最好，銷售量達到�9,34�台，比去年同期上升78%，
是目前旗下公司銷售量第二高的型號。「自由艦」繼續是目前旗下公司銷售量第一的型
號，銷售量按年增長9%至33,4�6台，佔聯營公司總銷售量3�%。目前聯營公司中最高
檔次的型號「遠景」，於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銷售量錄得400%升幅至�3,968台，亦是聯
營公司中增幅最強勁的車型。湖南吉利之湘潭廠房將於二零零八年第三季度開始生產
「遠景」型號，再加上現有的寧波廠房，將會消除目前「遠景」轎車型號的生產能力短缺
的問題，並幫助該型號延續其強勁的銷售增長。透過新推出的低價車型號海峰及經濟
版海域及海尚,上海華普上半年業務取得有力的復甦，扭轉自二零零五年以來的銷售停
滯，其銷售量錄得60%的增長至��,�68台，為該公司於二零零八下半年爭取更理想業
績鋪路。

由於產品組合的不斷改善及通過增加更多高檔次車型，再加上穩定的銷售價格及有效
的成本控制，在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五間聯營公司的轎車平均銷售價格上升7%至平
均每台人民幣40,78�元，平均利潤上升73%至每台港幣5,679元。同期，同級轎車的平
均成本較去年同期下降�-3%。這主要是由於在產品開發過程中廣泛採用平台技術，令
不同車款之間有更多零部件可以共用。在原材料的供應方面,與供應商簽定長期供應合
約以及策略性合作協議使原材料成本控制做得更好。另外，廠房的營運效率提升亦抵
銷了期內部分成本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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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雖然中國汽車巿場的競爭日趨劇烈，我們仍預期中國汽車的銷售量，在未來數年仍能
保持約每年�0%的增長。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度中國轎
車的總銷售量達�佰67萬台，比去年同期上升近�6.7%。中國對汽車需求的長期的增
長，將繼續支持本集團於未來數年的經營表現。另一方面，產品於海外市場的銷量對
聯營公司日益重要，正好為集團的聯營公司於中國汽車巿場的周期性波動作出緩衝，
確保本集團能維持長期的持續盈利增長。

由於高通脹和原材料的價格急劇上升，二零零八年的生產成本有明顯的上升壓力，然
而，本集團仍能藉着前幾年開始推行的長期策略緩和這些影響。這些措施包括：推出
更多較高檔的型號，改善產品組合結構；全面改革新產品開發過程，以讓不同的產品
平台和型號能共用更多的零件和組件；與主要供應商簽訂長期供應合約和建立策略性
伙伴關係。而生產效率的持續提升和保持產品價格的穩定同樣使聯營公司得以大量地
抵銷成本價格上升的壓力。

雖然本集團的聯營公司在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度有強勁的收入和盈利增長，但基於中國
和海外經濟前景仍然不明朗，董事會決定採取較保守的態度，將全年的總銷量目標維
持在�30,000台，按年增長�7%。在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度，本集團的聯營公司共售出
�06,948台汽車，是全年總銷售量目標的47%。即使在傳統的七、八月淡季，現時的市
場對吉利和華普轎車持續有強勁的需求。因此，董事會相信聯營公司仍能如期達到全
年的銷售量目標。

就中長期目標而言，本集團將繼續升級及擴充生產設施，繼續提升產品質素及減低成
本；此外，本集團將持續投資於產品及科技創新，以求使本集團的產品在巿場同類產
品中突圍而出；集團並會積極尋求與其他國際汽車公司和主要供應商緊密合作，並成
立策略聯盟，以開拓海外市場及減少原料及零件價格波動的影響，使本集團能夠發展
成為具競爭力的國際汽車生產商。

資金架構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業務活動之主要資金來自股本、內部現金儲備及本集團四家主要聯營公司所派
發之股息。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約為港幣�,73�,000,000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44�,000,000元）。本集團於期內並無發行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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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兌換之風險

本集團認為外幣兌換率之波動並不會為本集團帶來重大風險，原因是本集團業務主要
集中在中國大陸及香港，所有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或港幣列值。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8.07（於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本集團總借貸比總股東資金來計算之資本負債比
率為��%（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總借貸
（不包括本公司之可換股債券之嵌入式衍生工具以及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約為港幣
3�7,000,000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330,000,000元），主要為本公
司之可換股債券及應付聯營公司之款項。關於本公司之可換股債券，其為無抵押、免
息及須於到期時償還。而關於應付聯營公司之款項，其為無抵押、免息及應要求時償
還。倘出現任何商機而須籌集額外資金，董事相信本集團有能力取得有關資金。

僱員薪金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之員工總數約為9,445名（於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8,8�3名）。僱員之薪酬組合以個別員工之經驗及履歷為基準。
管理層每年根據員工之整體表現及市場情況作出薪酬檢討。本集團亦參加香港之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及中國之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

中期股息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各董事議決不派發中期股息予本公司股
東（二零零七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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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其本身之行政人員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守則」）。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
彼等已於回顧期間內遵守標準守則及守則內所載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
程序及內部監控。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包括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李卓然先生、宋林先生及楊守雄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於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公布中期報告

根據上市規則有關申報期間之規定，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將載列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
中期業績公布所披露之所有資料，並將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在本公司網
站（http://www.geelyauto.com.hk）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
com.hk）上發布。

承董事會命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書福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十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書福先生（主席）、楊健先生（副主席）、桂生悅先
生（行政總裁）、洪少倫先生、尹大慶先生、劉金良先生、趙傑先生及趙福全博士；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徐剛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卓然先生、宋林先生及楊
守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