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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布

中期業績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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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收益 	 65,638		 69,33�
銷售成本 	 (57,536	)	 (59,986 )    

毛利 	 8,102		 9,345
其他收入 	 9,658		 7,840
分銷及銷售費用 	 (1,781	)	 (�,949 )
行政費用 	 (22,082	)	 (�0,7�4 )
財務費用 4	 (20,804	)	 (�0,�42 )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
 部份之公允值虧損 	 (18,629	)	 (7,5�8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9	 129,615		 �37,680    

稅前溢利 	 84,079		 �24,542
稅項 5	 (730	)	 (842 )    

本期間溢利 4	 83,349		 �23,700    

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82,416		 �20,699
 少數股東權益 	 933		 3,00�    

 	 83,349		 �23,700
    

股息 6	 57,327		 4�,203
    

每股盈利 7
 基本  港幣1.77仙  港幣2.93仙
    

 攤薄  港幣1.74仙  港幣2.78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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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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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3,513		 �2,282
 聯營公司權益 9	 1,858,684		 �,666,999    

 	 1,872,197		 �,679,28�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1,819		 9,9�0
 可退回稅項 	 707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68,536		 59,065
 應收聯營公司股息 	 219,628		 74,840
 銀行結餘及現金 	 623,021		 20,972    

 	 923,711		 �64,78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32,908		 23,653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3,720		 ��,220
 稅項 	 –		 293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 12	 51,515		 53,888
 短期銀行借款（有抵押） 	 19,010		 22,250    

 	 107,153		 ���,304    

流動資產淨值 	 816,558		 53,48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88,755		 �,732,76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1,345		 83,028
 儲備 	 1,925,932		 947,�29    

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權益 	 2,027,277		 �,030,�57
少數股東權益 	 230,807		 �9,769    

權益總額 	 2,258,084		 �,049,926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2	 430,671		 682,838    

 	 2,688,755		 �,73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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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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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之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
料會於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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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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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準則適用於二零零七年
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7號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中
  之財務報告採用重列法2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3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4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5

�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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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財政狀況並無
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前期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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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
  庫存股份交易2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號 服務專營權安排3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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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該等準則或詮釋對本集團業績及財政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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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
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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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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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6		 �0,�42
須於一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款之利息 148		 – 		

財務費用總額 20,804		 �0,�4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8,115		 6,34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776		 �36
以股份付款之確認（包含於行政費用） 1,349		 2,985 		

僱員成本總額 10,240		 9,467 		

其他項目
利息收入 (8,239	)	 (6,975 )
已出售存貨成本 57,536		 59,986
折舊 869		 622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包含於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197		 �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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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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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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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國有關法例及規例，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有權於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豁免繳
付中國外商企業所得稅，並可於隨後三年獲減免50%稅款。所得稅撥備乃根據有關所得
稅之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按適用稅率就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6.	 股息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股份港幣0.0�元（二零零六年：每股股份港
幣�仙）之末期股息及每股股份港幣0.002元（二零零六年：無）之特別股息已支付予股東，
合共港幣57,327,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4�,20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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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6,000元（二零零六年：
港幣�20,699,000元）及按以下數據計出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667,546,6�2股（二零
零六年：4,�20,264,902股）計算：

(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 4,151,388,496		 4,�20,264,902
發行新股份之影響 447,513,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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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7,546,612		 4,�20,26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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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本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是根據按以下數據計出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
82,4�6,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38,359,000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745,�9�,036
股（二零零六年：4,970,�76,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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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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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82,416		 �20,699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應計利息之除稅後影響 –		 �0,�42
可換股債券嵌入式衍生工具部分公允值
 虧損之除稅後影響 –		 7,5�8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 82,416		 �38,359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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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667,546,612		 4,�20,264,902
視作轉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 –		 833,258,427
視作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之影響 77,644,424		 �6,652,899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745,191,036		 4,970,�76,228
   

由於具反攤薄影響，故本期間視作轉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並無用於計算每股
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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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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000元（二零零六年：港幣4,374,000
元）。

9.	 聯營公司權益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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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除外） 1,844,211		 �,666,999
商譽 14,473		 – 		

 1,858,684		 �,666,999
   

期內，本集團、一關連人士及英國錳銅控股有限公司（「英國錳銅」，其股份於倫敦證券
交易所上市之公司）共同成立一間中外合營企業，上海英倫帝華汽車部件國際有限公司
（「上海英倫帝華」，分別由本集團，該關連人士及英國錳銅擁有5�%、�%及48%權益）。
英國錳銅透過向本集團發行5,700,000股普通股，籌得其分佔向上海英倫帝華注資所需的
資金。因此，本集團成為英國錳銅權益股份22.83%之持有人，而英國錳銅成為本集團之
聯營公司。上海英倫帝華之成立及收購英國錳銅權益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
四月二日刊發之通函。

本集團聯營公司之財務資料概述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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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766		 6,949,568
總負債 (5,746,464	)	 (3,388,365 ) 		

資產淨值 4,364,302		 3,56�,203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資產淨值 1,844,211		 �,66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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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006,190		 3,288,�63
   

聯營公司股權持有人期內應佔溢利 276,895		 294,�89
   

本集團期內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9,615		 �37,680
   

10.	 存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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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8		 5,656
 在製品 310		 �,000
 製成品 3,991		 3,254 		

 11,819		 9,9�0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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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26		 20,538
應收票據 28,500		 37,405 		

 59,026		 57,943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510		 �,�22 		

 68,536		 5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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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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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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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26		 20,503
6�至90日 –		 35 		

 30,526		 20,538   

12.	 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之條款詳情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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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全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部分
承前賬面值╱最初公允值 682,838		 689,9�7
發行成本 –		 (�3,632 )
期╱年內轉換 (272,823	)	 (25,736 )
應計實際利息費用 20,656		 32,289 		

 430,671		 68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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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公允值 169,782		 �92,7�4
 期╱年內轉換 (66,169	)	 (�0,694 )
 公允值變動 135,130		 (�2,238 ) 		

 238,743		 �69,782 		

減：有關認購期權之嵌入式衍生工具公允值
 承前賬面值╱最初公允值 115,894		 �4�,�26
 期╱年內轉換 (45,167	)	 (8,252 )
 公允值變動 116,501		 (�6,980 ) 		

 187,228		 ��5,894 		

 51,515		 53,888   

期內轉換之可換股債券所涉之本金為港幣278,200,00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港幣27,700,000元），而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尚未償還之本金為港幣
435,700,000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3,9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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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之嵌入式衍生工具以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允值計量，該公允值由獨立
專業估值師中和邦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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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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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43		 �9,498

其他應付款項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965		 4,�55 		

 32,908		 23,653
   

於結算日之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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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5		 �6,379
6�至90日 3,854		 �,407
超過90日 2,004		 �,7�2 		

 26,943		 �9,498
   

14.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三日，本集團與多名關連人士訂立協議，以向各聯營公司之控股股
東及其聯繫人士收購各中國聯營公司餘下44.�9%權益，總代價約為港幣�,6��,000,000
元，將以按每股港幣�.25元發行�,288,672,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2元之普通股之方式全
數支付。同日，本集團亦與一名關連人士訂立協議，以收購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註冊
資本之餘下49%權益，總代價約為港幣23,000,000元，主要動用該非全資附屬公司將派
發之股息以現金支付。

上述收購事項有待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於本業績公布日期，上述收購事項尚未完成。

15.	 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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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業績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之表現受到了中國轎車市場激烈競爭的影響，主要是年內
中國主要轎車製造商連續多次減價，以及中國經濟型轎車的需求減少所致。為應付市
場環境的迅速轉變，本集團正透過增加生產較高檔次及較大型轎車，以及提升科技水
平及品牌效應的主要投資，進行重要的戰略性轉型，藉此把吉利轎車的競爭優勢，由
價格優勢轉向技術領先。雖然這戰略性轉型到目前為止的效果非常良好，但亦對本集
團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銷售量及盈利帶來短期負面影響。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營業額為港幣6仟6佰萬元，較去年同
期輕微下降5%，營業額主要來自本公司持5�%股權的浙江福林國潤汽車零部件有限公
司（「浙江福林」）。股東應佔盈利較二零零六年同期下降32%，達港幣8仟2佰萬元。期
內公司純利減少主要是由於：(�)本公司旗下四間聯營公司，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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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浙江陸虎汽車有限公司（「浙江陸虎」）的總盈利於期內下降6%、(2)本
公司與英國錳銅控股有限公司（「英國錳銅」）新成立之合營公司上海英倫帝華汽車部件
國際有限公司（「上海英倫帝華」）的開業支出，以及(3)未償付可換股債券的淨開支大幅
增加，其中包括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之應計利息支出及可換股債券衍生工具部分的重
估虧損。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之純利，仍主要來自本公司旗下四間聯營公司，
其期內純利下跌6%，主要因為低檔轎車的銷售量下降，以及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大部份
轎車型號降價5%至6%，抵銷了新型號如「吉利金剛」所帶來之盈利貢獻。

本公司佔有5�%股權的汽車零部件附屬公司浙江福林主要負責供應吉利低檔轎車的剎
車及轉向系統，因此浙江福林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之盈利也受到吉利轎車銷售放緩影
響，以致期內浙江福林的純利下跌約��%至港幣5佰30萬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以每股港幣�.06元發行6億股新股，集資淨額為港幣6億零9佰
萬元，所得資金主要用作投入與英國錳銅新成立之合營公司上海英倫帝華作為股東資
本。

收購聯營公司及浙江福林額外股權之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三日宣布，與本公司的主要控股股東簽訂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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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車部件有限公司（「湖南吉利」）各44.�9%股權，此協議使本公司所持五間聯營公司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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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增至9�%，其中湖南吉利為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四月成立之新合資公司，以投資一
間位於湖南省湘潭巿的新廠房。此協議之收購代價為港幣�6億�仟�佰萬元，以每股港
幣�.25元發行�2億8仟9佰萬股本公司新股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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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並於當日與另一關連人仕簽訂另一項協議，通過向該關連人仕收購其所擁有浙
江福林餘下之49%股權，使本公司所持浙江福林之股權由5�%增至�00%，其代價為
港幣2仟3佰30萬元，以現金支付。此代價是根據浙江福林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所錄得未經審核淨資產淨值之49%應佔股權而訂立。

此收購計劃反映本公司管理層不斷積極尋找途徑及機會以進一步重整集團結構，旨在
提升本公司的整體透明度，並最終成為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吉利控股」）所有
汽車相關業務的最終控股公司。本公司選擇發行新股代替以現金支付收購聯營公司額
外股權的代價，不僅能減輕本公司之財務負擔，亦有助本公司進一步擴大資本基礎，
以應付本公司未來之迅速發展。此項收購需獲得相關政府部門及本公司之獨立股東通
過，預期在二零零七年底前完成。

汽車零部件製造－浙江福林國潤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5�%股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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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吉利及華普的低檔轎車使用之煞車及轉向產品，均有採購自浙江福林，吉利
和華普的低檔轎車銷售量放緩，亦使浙江福林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產品需求受到影
響。因此，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浙江福林的營業額下降5%至港幣6仟6佰萬元，純
利亦下降�0.6%至港幣5佰30萬元。浙江福林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開始向吉利汽車的
高檔轎車提供新一代電子助力轉向系統，再加上在二零零七年年中搬遷至新的生產設
施，浙江福林的生產效率及其生產成本將進一步改善。根據現有的生產計劃及新產品
投入市場的進程，本公司對浙江福林的盈利能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獲得改善，仍然充
滿信心。

與英國錳銅合營的新公司－上海英倫帝華

二零零七年三月，本公司與英國錳銅新成立一間合營公司－上海英倫帝華汽車部件國
際有限公司，該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開始在上海生產具英國倫敦特色之倫敦
出租車、一款豪華轎車及兩款其他大型轎車。本公司共投資5仟3佰80萬美元，並獲
得上海英倫帝華5�%股權，及5佰70萬股英國錳銅之新發行股票，佔其己發行股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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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3%，而英國錳銅則持有該合營公司之48%股權。合營公司餘下�%股權則由吉利
控股持股90%的上海華普汽車有限公司擁有。估計上海英倫帝華的總投資額約達9仟
9佰50萬美元，以股東出資及銀行貸款支付。英國錳銅將委任本集團的執行董事桂生
悅先生及洪少倫先生，為英國錳銅之非執行董事，並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起生
效。本集團將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開始，按權益法把英國錳銅之財政報告入帳。

上海英倫帝華目前已完成確立生產計劃，並開始重新設計及改裝英國錳銅旗下最新之
TX4型號出租車，以供日後在中國生產本地之TX4型號。上海英倫帝華已計劃租用上
海華普現有的廠房，於二零零八年底開始生產。由於期內並無任何營業額貢獻，上海
英倫帝華在二零零七年上半年錄得淨虧損港幣3佰40萬元。

汽車製造－浙江吉利、上海華普、浙江金剛及浙江陸虎

本公司持有46.8%股權之浙江吉利、上海華普、浙江金剛及浙江陸虎仍是公司盈利的
主要來源，佔本公司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盈利的大部分。該四家聯營公司於二零零七年
上半年的總銷售量為84,���台，較去年同期重訂的總銷售量86,64�台，下降3%。吉利
與華普轎車在中國轎車市場的巿場佔有率，由去年的4.3%，降至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
3.7%，這是由於本集團己進入戰略性轉型，令產品組合逐步轉移至以功能及技術領先
為主的轎車型號，令低價經濟型轎車如「豪情」及「優利歐」的銷量明顯下降。

儘管期內總銷售量輕微下跌，不過四間聯營公司繼續成功調整產品結構，並將產品
伸延至較高價的型號，如二零零七年上半年進出的「遠景」及「吉利金剛�.8公升動力
版」。本集團旗下三個近年推出的較高價型號，包括「自由艦」、「吉利金剛」及「遠
景」，在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銷售量佔四間聯營公司的總銷售量達59%。上述型號於
去年同期之銷售量只佔總銷售量的34%，尤其是集團去年的重點新產品「吉利金剛」，
深受巿場歡迎，並取得良好成績，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共售出�6,504台，並成為聯營
公司中銷量第二高的型號。「自由艦」則依然為聯營公司中銷量最高的型號，期內錄得
30,606台之銷售量，較去年同期增長6%。雖然聯營公司今年的重點新產品「遠景」在今
年五月才正式推出巿場，但其目前的巿場反應卻令人鼓舞，上半年已累積售出2,622
台。

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四間聯營公司的總淨利較二零零六年同期減少6%至港幣2億7仟
7佰萬元，銷售量按年減少3%至84,���台，但總收入則增長52.2%至港幣50億零6佰萬
元。每台車的平均售價則上升47%至港幣5萬3仟7佰45元，這是由於調整產品組合至
較高價產品足以抵銷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平圴車價下跌5%至6%的損失，不過，由於激
烈的價格競爭及推出新產品之額外費用，令成本上升，調整產品組合及成功控制成本
的因素因而並未能抵銷價格下跌及成本上升的影響，令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每台車的平
均純利按年下降3%至港幣3仟2佰92元。每台車的可比較平均生產成本則於二零零七
年上半年下跌約3%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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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雖然中國汽車巿場的競爭日趨劇烈，我們仍預期中國轎車的總銷售量，在未來數年仍
能保持約每年20%的增長。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轎車
總銷售量達2佰30萬台，比去年上升近26%。但是，自二零零六年底開始，小型及經
濟型轎車的銷售量開始明顯下降，尤其是在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發動機容量少於�.0公
升的小型轎車，其銷售量比去年同期下跌近30%，反映中國消費者的購買意向有轉向
較大型轎車的趨勢，這相信與國內城巿與城巿之間的長途旅程需求上升，以及中國股
票巿場看俏有關，有報告指股巿走勢強勁使潛在汽車消費者傾向延遲他們的購買轎車
的計劃，以保留資金投資在中國股巿。由於今年至今小型轎車的需求急劇下降，大部
份小型轎車生產商均實行更進取的定價策略，使自二零零七年初，中國小型轎車市場
已出現數次競爭性降價，令本年度中國經濟型轎車的價格備受沉重壓力。儘管大部份
國內主要經濟型轎車生產商均面對銷售額急劇下降，其盈利率亦因而大幅萎縮，但因
本集團在過去數年及時增加產品種類，並於今年開始進入戰略轉型，使本集團的表現
只受到輕微影響。

集團在二零零七年已把產品零售價下調5%至6%，以應付巿場環境的急劇轉變。此
外，本集團亦不斷努力改善集團品牌形象、產品種類、客戶服務水平及產品的質素和
科技水平，旨在從其他中國汽車生產商的產品中，突出本集團的產品，以加強本集團
的產品定價能力。本集團亦更努力推廣產品出口，以抵銷本地需求下降的影響，並在
不同業務範圍實行重組計劃，包括研發部門、汽車零件採購系統及供應系統，以進一
步減低成本及提升產品質素。而上海華普亦進行了管理層重組，旨在提升華普轎車的
盈利率；集團分銷商及分銷網絡的重組亦已展開，以改善吉利轎車的巿場佔有率。我
們預期，在二零零七年初開始的各種努力下，本集團的表現會在未來數月獲得改善。

回顧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低檔轎車的銷售量急劇下降，由於低檔轎車一直為本集團總
銷售量的主要來源，造成本集團的銷售量表現未如理想，本集團因而決定把全年銷售
目標從240,000台下調至�90,000台，但仍比去年增長�6%。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
公司旗下四間聯營公司共售出84,���台轎車，亦即重新訂立的全年銷售目標之44%。

在中長期目標而言，本集團將繼續提升及擴充生產設施，以改善產品質素及減低成
本；而集團亦會在發展較落後的省份興建新的生產設施，以發展新巿場及帶動吉利及
華普轎車的需求；此外，本集團將投資於產品及科技創新，以求在巿場上同類產品中
突出本集團的產品；集團並會與主要供應商成立策略聯盟，以減少原料及零件的價格
波動，使本集團能夠發展成為具競爭力的國際汽車生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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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主要成就，包括成功推出首輛中檔轎車「遠景」，本集團
聯營公司之每輛轎車平均零售價比去年同期更大幅上升47%至港幣5萬3仟7佰45元，
使上半年本集團聯營公司的銷售額大幅上升至超過港幣50億元水平，並使本集團聯營
公司二零零七年的預期銷售額有機會達到超過港幣�00億元的新高水平，而本集團致
力重組聯營公司零件採購系統及分銷網絡，亦已為本集團建立了足夠未來長遠發展的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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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兩家主要聯營公司所派發之股息及本公
司於二零零七年二月發行600,000,000股股份之先舊後新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於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股東之資金約為港幣2,027,000,000元（於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030,000,000元）。除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就先舊後新配售事項
而發行之600,000,000股股份及於轉換可換股債券後發行之3�5,876,778股股份外，本
集團於期內並無發行額外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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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8.62（於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以本集團總借貸比總股東資金來計算之資本負債比率
為22.4%（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5%）。於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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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以及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約為
港幣453,000,000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7�6,000,000元），主要為
本公司之可換股債券、銀行借貸及應付直接控股公司之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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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應付直接控股公司之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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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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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薪金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之員工總數約為8,409名（於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9,4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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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舉行之會議上，各董事議決不派發中期股息予股東（二
零零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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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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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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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
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守則之情況除
外：－

守則條文E.1.2條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E.�.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由於董
事會主席李書福先生（「李先生」）在中國擔任其他職務，因此未能親身出席本公司於二
零零七年五月十四日在香港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此構成偏離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
E.�.2條。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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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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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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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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站公布之中期報告

本公司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編製之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將於適
當時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www.geelyau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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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書福先生、桂生悅先生、楊健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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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先生、李卓然先生及楊守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