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
（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1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業
績。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收益表
（以人民幣千元列示，惟每股金額除外）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5 5,210,123 7,742,973
銷售成本 (4,920,828) (7,180,920)

毛利 289,295 562,053
其他收益 5 105,267 169,574
銷售開支 (226,711) (299,386)
一般及行政開支 (202,344) (211,701)
員工購股權成本 (856) －
其他經營開支 (68,567) (64,464)

經營（虧損）盈利 6 (103,916) 156,076
利息收入 5 50,886 40,493
財務成本淨額 (46,872) (79,421)
應佔業績：
 聯營公司 14,217 31,460
 共同控制實體 114,940 58,899
可換股債券的內含換股權之公平值變動 215,035 (28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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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盈利（虧損） 244,290 (74,973)
稅項 7 (24,609) (17,564)

期內盈利（虧損） 219,681 (92,53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282,943 (125,737)
 少數股東權益 (63,262) 33,200

219,681 (92,537)

股息 － －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8 人民幣0.07710元 人民幣(0.03428)元

每股全面攤薄盈利（虧損） 8 人民幣0.07704元 不適用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123,170 1,054,652
商譽 295,529 295,529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28,592 3,309,616
在建工程 265,698 257,017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116,892 118,72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97,643 383,429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361,280 1,210,019
一項長期投資之預付款項 600,000 600,00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0,255 26,129
其他非流動資產 10,717 9,343

非流動資產總額 7,729,776 7,26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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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94,480 1,373,416
短期銀行存款 639,930 518,000
已質押短期銀行存款 2,037,476 1,971,665
存貨 2,345,694 2,469,033
應收賬款 9 777,653 805,187
應收聯屬公司賬款 534,535 684,221
應收票據 530,695 416,495
應收聯屬公司票據 318,094 260,155
其他應收款項 494,242 491,237
應收聯屬公司股息 76,173 97,173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 349,360 273,828
可退回所得稅 271 18,482
可退回其他稅項 37,607 125,179
向聯屬公司墊支 171,284 101,402

流動資產總額 9,307,494 9,605,47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2,848,095 3,421,891
應付聯屬公司賬款 1,117,953 952,847
應付票據 3,287,940 2,828,373
應付聯屬公司票據 48,000 207,774
客戶墊支 256,137 150,354
其他應付款項 478,381 419,710
應付股息 2,898 3,085
應計開支及其他流動負債 73,325 152,150
短期銀行貸款 544,347 370,000
應繳所得稅 9,662 9,555
應繳其他稅項 74,966 71,095
來自聯屬公司之墊支 64,977 56,134

流動負債總額 8,806,681 8,642,968

流動資產淨值 500,813 962,50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8,230,589 8,226,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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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502,949 1,752,233
遞延政府補貼 79,883 81,555
來自聯屬公司之墊支 129,993 133,772

非流動負債總額 1,712,825 1,967,560

資產淨值 6,517,764 6,259,39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03,488 303,488
股份溢價 2,040,430 2,040,430
儲備 4,027,037 3,705,745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6,370,955 6,049,663

少數股東權益 146,809 209,736

權益總額 6,517,764 6,25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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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組織及營運

 本公司於一九九二年六月九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股份在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買賣。本公司之美國託存股份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在紐約證券交易
所有限公司撤銷上市，現時在美國場外證券市場進行買賣。

2. 遵例聲明及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適用披露條文而
編製。

 本中期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貫徹一致，惟下文附註3所披露會計估算的變動及附註4所披露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除外。

3. 會計估算的變動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本公司就樓宇、機器及設備、特別用具及模具之可使用年期作出重估，並根
據過往使用經驗及行業慣例，延長該等資產之估計可使用年期。此等資產重估前及重估後的估計可
使用年期列載如下：

估計可使用年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重估前 重估後

樓宇 二十年 二十至三十年
機器及設備 十年 十至二十年
特別用具及模具 80,000至200,000次 150,000至400,000次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等會計估計的變動令折舊減少人民幣81,750,000元。

4.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之影響

 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及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之年期內強制生效之新訂會計準則之詮釋
已於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詮釋第11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經營權安排
 —詮釋第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 對界定利益資產之限額、最低資金
 要求之限制及彼等間之互動化



– 6 –

 採納此等新訂會計準則之詮釋對本集團現行或之前之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公布但尚未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期間生效的新╱
已修訂準則及詮釋。本集團目前正評估此等新╱已修訂準則及詮釋於初次使用期間對本集團於有關
期間的經營業績及財政狀況的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企業合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號（修訂）

會員於合作實體之股份及類似工具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3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若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報告期間的開始日或其後，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影響有關企業合併之會計處理。若母公司於附屬公司之擁有權變動並無
導致失去控制權，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影響有關擁有權變動之會計處理並以股權交易
入賬。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
呈列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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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業額、其他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1)輕型客車
及汽車零部件；及(2)中華牌轎車。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收益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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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輕型客車及汽車零部件銷售 2,605,053 2,673,370
中華牌轎車銷售 2,605,070 5,069,603

5,210,123 7,742,973

其他收益
補貼收入 34,589 56,508
其他 70,678 113,066

105,267 169,574

利息收入 50,886 40,493

156,153 210,067

總收益 5,366,276 7,953,040

 由於本集團主要之收益均源於中國，故本集團已決定業務分部為唯一呈報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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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中國之經營分為三大業務分部：(1)製造及銷售輕型
客車及汽車零部件；(2)製造及銷售中華牌轎車；及(3)透過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實體華晨寶馬汽車有限公
司（「華晨寶馬」）製造及銷售寶馬轎車。

 業務分部 —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製造及銷售 製造 製造
輕型客車及 及銷售 及銷售
汽車零部件 中華牌轎車 寶馬轎車 合共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銷售 2,605,053 2,605,070 － 5,210,123

分部業績 157,238 (240,559) － (83,321)

未分配成本（扣除未分配收益） (20,595)

經營虧損 (103,916)
利息收入 50,886
財務成本淨額 (46,872)
應佔業績：
 聯營公司 (162) 14,379 － 14,217
 共同控制實體 5,336 － 109,604 114,940
可換股債券的內含換股權之
 公平值變動 215,035

除稅前盈利 244,290

稅項 (24,609)

期內盈利 21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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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分部 —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製造及銷售 製造 製造
輕型客車及 及銷售 及銷售
汽車零部件 中華牌轎車 寶馬轎車 合共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銷售 2,673,370 5,069,603 － 7,742,973

分部業績 231,074 (65,642) － 165,432

未分配成本（扣除未分配收益） (9,356)

經營盈利 156,076
利息收入 40,493
財務成本淨額 (79,421)
應佔業績：
 聯營公司 (128) 31,588 － 31,460
 共同控制實體 5,863 － 53,036 58,899
可換股債券的內含換股權之
 公平值變動 (282,480)

除稅前虧損 (74,973)

稅項 (17,564)

期內虧損 (9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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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虧損）盈利

 經營（虧損）盈利經扣除及計入以下各項後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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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除：
已售存貨成本 4,920,828 7,180,920
無形資產攤銷(a) 74,561 68,34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6,153 335,027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1,828 1,703
存貨可變現淨值撥備(d) 1,084 18,62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53,109 192,473
呆賬撥備 4,117 20
研究及開發成本(b) 7,052 9,174
保養服務撥備 25,862 27,988
經營租約租金：
— 土地及樓宇 7,470 8,831
— 機器及設備 43 42
滙兌虧損淨額(c) 20,529 2,77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361 －

計入：
撥回已售存貨撥備 (d) 19,502 82,43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 1,312
撥回呆賬撥備 4,499 383

(a) 與生產有關的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因其他目的而產生之無形資產攤銷計入一般及行政
開支

(b) 計入一般及行政開支

(c) 計入其他經營開支

(d) 計入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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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海外利得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按期內估計應課稅盈利計算。

於簡明綜合收益表入賬之稅項支出為中國企業所得稅。

8.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盈利淨額約
人 民 幣282,943,000元（二 零 零 七 年：虧 損 人 民 幣125,737,000元），除 以 期 內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3,669,766,000股（二零零七年：3,668,391,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相同本公司
股本持有人應佔盈利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3,672,603,000股計算，即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者相同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加上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被視為已發行的2,837,000股加權平均數。由於被視為
兌換之可換股債券的影響為反攤薄，故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有關影響沒有計算在內。

由於被視為兌換之可換股債券及因行使本公司購股權而被視為發行潛在普通股的影響為反攤薄，故
並無考慮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

9.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六個月 573,907 619,157
六個月至一年 114,557 84,884
一年以上至兩年 87,800 97,111
兩年以上 64,277 66,923

840,541 868,075
減：呆賬撥備 (62,888) (62,888)

777,653 805,187

本集團之賒銷政策是在對客戶作出財務評估及審閱已建立之付款記錄後，方向客戶提供賒銷。本集
團對新客戶調查其信貸記錄及背景，並通常向主要客戶收取押金。客戶之賒銷期介乎30日至90日，專
責員工會監察應收賬款及跟進向客戶收款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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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六個月 2,697,765 3,372,186
六個月至一年 82,364 18,628
一年以上至兩年 39,735 11,895
兩年以上 28,231 19,182

2,848,095 3,421,891

11. 或然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上海申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聯屬公司之循環銀行貸款及
 銀行擔保票據作出公司擔保 60,000 60,000
就金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所得之銀行貸款作出公司擔保。
 已質押人民幣213,000,000元之銀行存款（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13,000,000元）作為該項公司擔保
 之抵押品 200,000 200,000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有以下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或前後，本公司接獲仰融先生（「仰先生」）提交香港勞資審裁處之申索，
指控本公司解僱不當及╱或違反其僱用合約。該項申索涉及薪酬損失約4,300,000美元（相等於約人民
幣29,500,000元）。此外，仰先生亦就花紅及購股權之不指明損失作出申索。香港勞資審裁處於二零零三
年一月二十八日駁回該項申索。仰先生其後申請覆核此項判決。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四日覆核申請聆
訊中，勞資審裁處下令將申索移交香港高等法院。申索因而移交高等法院，於高等法院登記之訴訟編
號為二零零三年編號2701（「訴訟」）。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接獲申索陳述書，並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向最高法院提交抗辯
書及反申索書。仰先生已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提交抗辯答覆書及反申索抗辯書。其後仰先生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獲法庭許可，呈交一份經修訂之抗辯答覆書及反申索抗辯書。本公司於
二零零四年九月四日呈送一份反申索抗辯答覆書。狀書提交期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八日結束。有關
人士已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提交及送達文件清單，及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交換證人陳
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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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控辯雙方各自預期會提交補充證據及修改其申訴答辯書，因此一致同意申請無限期押後原本訂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之一覽表聆訊。法院批准該項申請並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九日下令取消及
無限期押後一覽表聆訊，但可隨時重新提出審理。

應仰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要求取得抗辯書及反申索書進一步及更清晰之內容，本公司已於二
零零五年七月四日提交並呈送其對仰先生要求之答覆。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七日，遵照其持續發現責任，本公司已提交及呈送一份補充文件清單。其後，仰
先生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亦提交及呈送了一份補充文件清單。

該項訴訟此後並無取得其他重大進展。

本公司董事相信訴訟將不會對本公司及本集團之財政狀況造成重大影響。本公司董事擬就訴訟繼續
作出有力抗辯。

12. 補充財務資料

本集團已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另一份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之差異導致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及盈利╱虧損
申報出現差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之間主要差異所導致之財務影響概述及解釋
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淨盈利（虧損）對賬：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盈利（虧損） 282,943 (125,737)
借貸成本資本化及有關折舊 (a) (1,052) (1,052)
開發成本及有關資本化之借貸成本之撇銷 (b) (160,176) (205,332)
已減值無形資產攤銷 (b) (11,760) (7,417)
可換股債券之財務成本╱贖回溢價 (d) 3,714 6,972
可換股債券的內含換股權之公平值變動 (d) (215,035) 282,480
以上調整對少數股東權益之影響 86,674 102,172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申報之股東應佔（虧損）盈利 (14,692) 52,086

其他綜合收入：
可供出售證券之公平值調整 (e) 4,126 30,469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共同控制實體應佔收益 (f) 33,367 —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申報之綜合收入 22,801 8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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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淨值對賬：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申報之
 資產淨值，扣除少數股東權益應佔部分後 6,370,955 6,049,663
借貸成本資本化及有關折舊 (a) 232 1,284
開發成本及有關資本化之借貸成本之撇銷 (b) (1,221,022) (1,060,846)
無形資產減值 (b) 377,000 377,000
已減值無形資產攤銷 (b) (116,150) (104,390)
商譽不作攤銷 (c) 144,113 144,113
商譽減值 (c) (76,010) (76,010)
可換股債券之財務成本╱增益贖回溢價之攤銷 (d) 29,814 26,100
可換股債券的內含換股權之公平值變動 (d) 40,100 255,135
分配至可換股債券的內含換股權之發行成本 (d) 2,557 2,557
以上調整對少數股東權益之影響 389,291 302,617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申報之資產淨值 5,940,880 5,917,223

(a)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合資格資本化之借貸成本金額包括該等借貸所產生之實際成本減有關
借貸應用於合資格資產前進行之短期資金投資所賺取之任何投資收入。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
則，該等短期投資收入作為當期收入入賬而不減去資本化借貸成本。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資本化借貸成本金額（及合資格資產之賬面值）會比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所計算者為少。於
其後年度，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合資格資產之每年折舊或減值虧損會比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
則所計算者為少。

(b)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倘若符合若干條件，與新項目或改進項目之設計及測試有關之開發項目
所產生之成本（包括為特定開發項目資本化之借貸成本）可確認為無形資產，並以成本減累計攤
銷及減值虧損列賬。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該等成本作為當期費用報銷。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於期內資本化之開發成本及相關借貸成本總額人民幣160,000,000元及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資本化之相關累計成本人民幣1,221,000,000元，已根據美國公認會
計原則報銷。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就中華牌轎車之無形資產計提減值虧損撥備。部分減值虧損與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已資本化但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應於綜合收益表內扣除的開發成本有關。因此，美國
公認會計原則調整指於期內之攤銷支出差額人民幣11,700,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減值
虧損累計影響及攤銷支出差額分別為人民幣377,000,000元及人民幣116,000,000元。

(c)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一致，毋須就商譽作出攤銷。
有關累計商譽攤銷之人民幣144,000,000元之差額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產生。



– 15 –

 商譽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即SFAS 142號）按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列賬，並無攤銷支出，故其減值
虧損前之賬面值乃高於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算所得之賬面值。此會計原則差異累計影響達
人民幣76,000,000元，乃由於過往年度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確認之減值虧損額較高所致。

(d)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發行的可換股債券分為負債組成部分及內含換
股權，於初步確認時均按公平值計量。負債組成部分其後按攤銷成本列賬，而內含換股權則按公
平值於資產負債表列賬，而公平值變動則於收益表內確認。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該可換股債
券乃按面值加上增益贖回溢價於資產負債表內列賬。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算，於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較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所計算者減少人民幣73,000,000元，此乃
由於以下累計影響(i)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計算之攤銷財務成本╱增益贖回溢價需較美國公
認會計原則自收益表累計額外扣除人民幣30,000,000元（包括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人民幣3,700,000元）；(ii)內含換股權之公平值累積虧損人民幣40,000,000元（包括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公平值收益之人民幣215,000,000元）；及(iii)有關發行該可換股債券之直
接開支人民幣3,000,000元資本化為資產負債表的遞延開支，並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於該可換股
債券之年期內攤銷，但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上述開支於負債組成部分及內含換股權之間進行
分配。

(e)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該等投資之價值變更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確認於權益內，因此淨
收入對賬概無差異。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公平值變動人民幣4,000,000元已確認為其他綜合收
益，而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在投資重估儲備內確認。

(f) 於期內，本集團的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確認一項收益，並已於其權益內處理。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此人民幣33,000,000元的收益分攤已於本集團權益內確認。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此收益應
於其他綜合收益內確認。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包括瀋陽華晨金杯汽車有限公司（「瀋陽汽車」）、瀋陽興遠東汽
車零部件有限公司、寧波裕民機械工業有限公司、寧波華晨瑞興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
綿陽華晨瑞安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瀋陽華晨東興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瀋陽晨發汽
車零部件有限公司、瀋陽金東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上海漢風汽車設計有限公司及瀋陽
華晨動力機械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銷售淨額為人民幣
5,210,100,000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的人民幣7,743,000,000元減少32.7%。營業額減少主要由
於二零零八年期內瀋陽汽車之中華牌轎車之銷售量減少所致。

瀋陽汽車於二零零八年首半年共售出33,520台輕型客車，較二零零七年同期的35,038台減
少4.3%。在售出的車輛當中，中價輕型客車佔26,828台，較二零零七年同期的29,526台減少
9.1%。豪華輕型客車之銷售量由二零零七年首半年的5,512台增加了21.4%至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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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的6,692台。瀋陽汽車於二零零八年首半年售出33,221台中華牌轎車，較去年同期的
60,287台減少44.9%。於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中華牌「尊馳」型號轎車及「駿捷」型號轎車
分別售出7,063台及24,689台，而二零零七年同期則分別售出19,085台及41,199台。「酷寶」及
「駿捷」FRV型號分別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及二零零八年六月於市場推出，於二零零八年
首半年分別錄得銷售量1,063台及406台。

未經審核銷售成本由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人民幣7,180,900,000元減少31.5%至二零零八年
同期人民幣4,920,800,000元。未經審核銷售成本減少主要由於中華牌轎車之銷售量減少所
致。

本 集 團 之 整 體 未 經 審 核 毛 利 率 由 二 零 零 七 年 上 半 年7.3%下 降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同 期 的
5.6%。中華牌銷售額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跌至收支平衡水平以下，導致該分部虧損及整
體毛利率下降。

未經審核其他收益由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人民幣169,600,000元減少37.9%至二零零八年同
期人民幣105,300,000元。未經審核其他收益減少主要由於期內邊角廢料銷售減少及已確
認補貼收入減少。

未經審核銷售開支由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人民幣299,400,000元減少24.3%至二零零八年同
期人民幣226,700,000元。未經審核銷售開支減少主要由於回顧期內中華牌轎車之銷售量
減少，致使保養費用及製成品之運輸成本減少。銷售開支佔營業額的百分比由二零零七
年上半年3.9%增加至二零零八年同期4.4%，此乃由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營業額減少所
致。

未經審核一般及行政開支由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人民幣211,700,000元減少4.4%至二零零
八年同期人民幣202,300,000元，主要由於已扣除的研究及開發支出減少，及會計估算變動
致使折舊開支減少。

未經審核其他經營開支由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人民幣64,500,000元增加6.4%至二零零八
年同期人民幣68,600,000元，主要由於從營運變現的匯兌虧損增加所致。

未經審核利息收入由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人民幣40,500,000元增加25.7%至二零零八年同
期人民幣50,900,000元，主要由於銀行存款利率上升。未經審核財務成本由二零零七年首
六個月人民幣79,400,000元減少41.0%至二零零八年同期人民幣46,900,000元，主要由於於二
零零八年期間利息開支資本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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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應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經營業績由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人民
幣90,400,000元增加42.9%至二零零八年同期人民幣129,200,000元。此乃主要由於在二零零
八年上半年本集團間接持有49.5%權益之共同控制實體華晨寶馬汽車有限公司（「華晨寶
馬」）盈利貢獻有所增長。

華晨寶馬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純利貢獻，由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人民幣53,000,000元增加
106.8%至本年同期人民幣109,600,000元。該寶馬合營企業於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之銷售
量達16,543台寶馬轎車，較二零零七年同期的16,260台寶馬轎車增加1.7%。華晨寶馬於二
零零八年上半年對本集團之純利貢獻增加主要由於期內進口零件關稅減少及零部件國
產化產生的開支減少。

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確認了可換股債券內含換股權之
公平值變動收益人民幣215,000,000元。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可換股債券內含換股權之公
平值變動錄得虧損人民幣282,500,000元。期內公平值變動收益主要由於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的股價錄得下跌。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錄得未經審核除稅前盈利人民幣244,300,000元，二零零七年
同期則錄得未經審核除稅前虧損人民幣75,000,000元。未經審核稅項由二零零七年上半年
人民幣17,600,000元增加39.8%至二零零八年同期人民幣24,600,000元，主要由於本集團的主
要營運附屬公司的稅率上升所致。

因此，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錄得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盈利人民幣
282,900,000元，二零零七年同期則為未經審核虧損人民幣125,70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07710元，二零零七年同期則為
未經審核每股基本虧損人民幣0.03428元。

前景

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儘管中國汽車市場整體增長放緩及中華牌轎車銷售減少，本集團
仍能做到維持其盈利能力（即使不計入本公司可換股債券的內含換股權之公平值變動
所變現的收益）。為提升我們本地生產寶馬轎車零部件的國產化比例所作出的努力，亦
已令我們的寶馬合營公司的收益貢獻顯著增加。

展望二零零八年下半年，本集團預期市況將仍然充滿挑戰性。宏調措施及收緊信貸的影
響、中國股票及物業市場大幅回落、籠罩全球資本市場的不明朗等因素，將導致經濟增
長放緩，因此對中國汽車銷售造成壓力。為提高本集團的市場佔有率及邊際利潤，我們
計劃安排更多市場推廣活動以促進銷售、繼續開發新產品（譬如將於第四季推出的新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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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旅行車型號）以進一步加強本公司的產品款式、提升中華牌平台的規模經濟效益，以
及進一步理順我們的業務程序以改善生產效率。此外，我們繼續努力與我們的合營夥伴
寶馬合作以提高零部件國產化及降低我們的寶馬汽車成本。為進一步擴大我們的合作
範圍，本集團已與寶馬就我們合營公司下階段產能擴充進行積極商討。同時，本集團正
與寶馬及其他數家策略性夥伴就進軍汽車售後市場領域展開商討。

長遠而言，本集團將繼續豐富其產品組合，並積極在現有汽車及零部件製造業務之外謀
求進一步業務多元化的商機。本集團亦旨在加強其與寶馬、豐田及全球其他部件及工程
公司等策略性夥伴的關係，以於持續發展業務時建立策略性聯盟及夥伴關係。

流動資金現狀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人民幣994,500,000元、短期銀
行存款人民幣639,900,000元及已質押短期銀行存款人民幣2,037,500,000元。本集團於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持有應付票據人民幣3,335,900,000元及未償還短期銀行貸款人民幣
544,300,000元，但並無未償還長期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 Brilliance China Finance Limited（「華
晨財務」）發行二零一一年到期的本金額為182,678,000美元（按照發行時適用的匯率折算
為相當於約人民幣1,460,800,000元）之零息有擔保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可換股
債券由本公司作擔保；除非可換股債券已先行被贖回或到期，否則債券持有人可於二零
一一年五月八日營業時間結束前，按兌換價每股1.53港元（附註）將債券兌換為本公司每
股面值0.01美元之繳足股款普通股份（「股份」）。可換股債券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
司上市。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可換股債券已被華晨財務購回或贖回，
或經兌換為本公司股份。

附註： 可換股債券最初兌換價為每股1.93港元。根據可換股債券條款之規定，由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起，可
換股債券的1.93港元最初兌換價經調整至1.53港元。

或然負債

有關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本業績公佈附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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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以總負債除以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之資本負債
比率，約為1.65（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5）。比率下降主要由於期內可換股債券
的負債成份估值減少所致。

所得款項用途

可換股債券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78,800,000美元。在二零零七年，所得款項淨額已悉數用
作(a)在市場購回及贖回由本公司當時的全資附屬公司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Finance 
Ltd.發行於二零零八年到期的零息有擔保可換股債券；及(b)本集團一般企業及營運資金
用途。

外匯風險

本集團認為匯率波幅在將來可能會對本集團整體財務表現構成重大影響，假如及有需
要時，本集團可能考慮透過外匯合約進行對沖交易以減低外匯風險。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完成的對沖交易。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約有11,600人（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約有
11,300人）。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
幣253,100,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92,500,000元）。本集團
務使僱員之薪酬水平與業內慣例及普遍市場狀況看齊，又按其工作表現給予獎勵。此
外，員工可根據本公司所採納之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維持有效的企業管治架構是本公司的首要任務之一。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內之守則條文，但以下所述偏離守則條文A.4.1條的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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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內之守則條文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現
時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由於非執行董事的委
任受到本公司有關輪值退任的公司細則條文所限制，董事會因此認為毋須按指定任期
委任非執行董事。在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之一的董事（若董事人數並非三或
三的倍數，則取其最接近者，但不能大於三分之一）須依照公司細則輪值退任。所有董事
（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均須遵守本公司的公司細則有關輪值退任的規定。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與其二零零七年年報所披露的資料大致相同，並無重大改變。自
刊發二零零七年年報後之主要更新概述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底將派發予本公司股東的二
零零八年中期報告內。

審閱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準則及實務指引，亦已討
論核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現時，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徐秉金先生、宋健先生及姜
波先生，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徐秉金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董事會

在本公佈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吳小安先生（主席）、祁玉民先生（行政總
裁）、何國華先生及王世平先生; 一位非執行董事：雷小陽先生（亦稱雷曉陽先生）；及三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徐秉金先生、宋健先生及姜波先生。

承董事會命
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吳小安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