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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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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Yadea Group Holdings Ltd.
雅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85）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雅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的未經
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 2020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財務摘要

於報告期間：

• 與2020年同期相比，收入增加約 63.9%至約人民幣12,375.4百萬元。

• 與2020年同期相比，毛利增加約39.1%至約人民幣1,845.4百萬元。

• 與2020年同期相比，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增加約 49.2%至約人民幣 589.2

百萬元。

• 與2020年同期相比，每股基本盈利增加約50.4%至約每股人民幣20.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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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收入 5.1 12,375,409 7,549,869

銷售成本 7 (10,530,026) (6,223,477)  

毛利 1,845,383 1,326,392

銷售及分銷開支 7 (604,789) (451,312)

行政開支 7 (349,365) (294,475)

研發費用 7 (338,953) (207,731)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6 169,933 109,856  

經營利潤 722,209 482,730

財務費用 (7,315) (1,376)

應佔使用權益法列賬的投資虧損 (3,110) –  

除所得稅前利潤 711,784 481,354

所得稅開支 8 (125,808) (84,930)  

期內利潤 585,976 396,424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589,161 394,852

－非控股權益 (3,185) 1,572  

585,976 396,424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人民幣分） 10(a) 20.6 13.7  

－攤薄（每股人民幣分） 10(b) 20.2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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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期內利潤 585,976 396,424  

其他全面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的
投資公平值虧損 (804) –

功能貨幣換算至呈列貨幣的匯兌差額 (3,131) 6,393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272 146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所得稅 (2,663) 6,53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85,313 402,963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86,498 401,391

－非控股權益 (3,185) 1,572  

585,313 40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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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6月30日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2,080,769 1,499,772

使用權資產 574,387 492,713

無形資產 48,319 57,113

使用權益法列賬的投資 65,966 3,076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 20,429 20,51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53,624 302,512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的
預付款項 58,900 48,712

遞延所得稅資產 65,867 46,047

其他長期資產 131,931 172,127  

非流動資產總值 3,600,192 2,642,591  

流動資產
存貨 12 1,032,696 680,246

應收賬款 13 714,619 377,14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28,696 329,812

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 4,084,668 3,962,96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股本投資 86,123 45,00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債務工具 50,251 349,18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815,466 4,108,483

初步年期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 10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50,251 3,420,934  

流動資產總值 14,662,770 13,373,764  

資產總值 18,262,962 16,01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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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41,668 26,181

租賃負債 48,028 53,689

其他非流動負債 253,824 97,671  

非流動負債總額 343,520 177,54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4 12,121,021 10,786,03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100,135 920,268

合約負債 301,127 364,139

租賃負債 23,161 22,819

稅項負債 157,838 142,715

應付股息 9 453,513 –  

流動負債總額 14,156,795 12,235,971  

負債總額 14,500,315 12,413,512  

資產淨值 3,762,647 3,602,843  

權益
股本 15 187 187

股份溢價及儲備 3,752,301 3,589,31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752,488 3,589,499

非控股權益 10,159 13,344  

總權益 3,762,647 3,602,84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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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經營產生的現金 2,700,701 1,259,051

已付所得稅 (115,017) (88,614)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585,684 1,170,437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處置初步年期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的所得款項 100,000 –

第三方及關聯方償還貸款 21,152 –

銀行存款所得利息 32,298 11,709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其他長期資產 (635,165) (352,172)

購置土地使用權 (211,465) (39,159)

購置使用權益法列賬的投資 (66,000) –

購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權益工具 (38,63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所得款項 2,342 17,052

購置無形資產 (4,351) (8,732)

購置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 (33,532,269) (28,306,005)

贖回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 33,427,507 27,892,162

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所得利息 97,237 71,832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07,346) (71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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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借貸 156,153 40,983

行使受限制股份單位所得款項 10,929 –

償還租賃負債 (13,792) (10,186)

購回股份 – (122,219)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53,290 (91,4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931,628 365,702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2,311) 3,616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420,934 2,636,553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50,251 3,00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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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
辦事處地址為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二座31樓。本
公司股份於2016年5月19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電動兩輪車及相關
配件的開發、製造及銷售。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大為投資有限公司及方
圓投資有限公司，而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為董經貴先生及錢靜紅女士。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於2021年8月27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及香
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及本公司於截至2021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作出的任何公開公告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如該等
年度財務報表所述），惟應用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的稅率估計所得稅（附註8）及採納
下文所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附註3.1）除外。

3.1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多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適用於本報告期間且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無任何影響，
亦無須追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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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本

多項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本於2021年1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本集團在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並無提早採納。預期該等新訂準則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
團的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概無重大影響。

4 關鍵會計估計及判斷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作出影響會計政策應用及所報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
開支金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就定義而言，所作出的會計估計極少與相關實際結果相
等。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不
確定性的主要來源與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5 收入及分部資料

5.1 客戶合約收入分類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貨品種類
電動踏板車 5,420,725 3,604,001

電動自行車 3,889,264 2,152,699

電池及充電器 2,894,462 1,703,250

電動兩輪車零部件 170,958 89,919  

12,375,409 7,549,869  

確認收入時間
一次性計入 12,375,409 7,549,869  

主要客戶資料

由於並無向單一客戶作出銷售的收入佔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收入10%或以上，故沒
有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呈列主要客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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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並非根據其產品及服務組織成業務單位，本集團只有一個可呈
報的經營分部，即從事開發、製造及銷售電動兩輪車及相關配件。因此，並無呈列
分部資料。

並無任何經營分部被合併以形成上述可報告經營分部。

地理資料

由於本集團超過90%的收入及經營利潤來自於在中國銷售電動兩輪車，而本集團超
過90%的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均位於中國，故並無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
分部 呈列地區資料。

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政府補助 23,169 21,283

銀行利息收入 32,298 11,709

其他 7,739 2,631  

63,206 35,623  

其他收益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收益 114,098 71,01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的虧損淨額 (4,197) (4,489)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011) 475

其他 (2,163) 7,235  

106,727 74,233  

169,933 10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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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性質分類的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使用的原材料和消耗品 10,255,846 6,113,824

僱員福利開支 687,344 390,881

廣告開支 209,800 230,247

運費 123,008 104,879

外包勞工開支 79,770 46,992

外包處理費 72,836 35,01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9,298 42,200

差旅及交通開支 67,130 26,018

攤銷其他長期資產 40,195 28,788

諮詢及專業服務開支 33,795 36,637

產品設計費 22,367 10,107

使用權資產折舊 16,900 7,848

無形資產攤銷 13,145 10,278

短期及低價值租賃 10,192 3,980

核數師酬金 3,213 1,525

－審計服務 3,150 1,525

－非審計服務 63 –

其他開支 118,294 87,777  

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行政開支和研發開支總額 11,823,133 7,176,995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現行中國企業所得稅 130,141 82,817

遞延所得稅 (4,333) 2,113  

期內所得稅開支 125,808 84,930  

9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每股繳足股份19港仙 453,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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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利潤除以各中期期間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589,161 394,85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855,144 2,890,452  

每股基本盈利（以人民幣分╱股計） 20.6 13.7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透過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
已獲轉換而計算。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2020年1月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
股份單位」）對每股盈利產生潛在攤薄影響。每股攤薄盈利根據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計算，假設轉換本公司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產生的所有潛在攤薄普
通股。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589,161 394,85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855,144 2,890,452

就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作出調整－受限制股份單位（千股） 58,423 21,986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913,567 2,912,438  

每股攤薄盈利（以人民幣分╱股計） 20.2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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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成本為人民幣 666,743,241

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55,930,000元）。

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5,442,209元（截至 2020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4,306,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2021年6月30日，本 集 團 總 賬 面 淨 值 為 人 民 幣423,498,745元（2020年12月31日：人 民 幣
364,857,000元）的若干樓宇及在建工程已抵押作為本集團應付票據的擔保。

12 存貨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687,938 358,463

製成品 344,758 321,783  

1,032,696 680,246  

13 應收賬款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722,911 381,559

減：信貸虧損撥備 (8,292) (4,413)  

714,619 377,146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個月內 688,275 369,840

超過六個月 34,636 11,719  

722,911 38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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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4,928,140 3,134,351

應付票據 7,192,881 7,651,679  

12,121,021 10,786,030  

於報告期間末，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4,897,648 3,111,822

三至六個月 16,094 15,337

六至十二個月 7,297 1,101

十二至二十四個月 1,961 860

超過二十四個月 5,140 5,231  

4,928,140 3,134,351  

應付賬款為不計息，平均信貸期介乎30至90日。

15 股本

(a)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美元

法定：
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01美元的普通股 5,000,000,000 5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20年12月31日及2021年6月30日 2,995,000,000 30  

折合人民幣千元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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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庫存股份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庫存股份
於期初 148,588,539 97,006,539 286,907 116,742

因股份獎勵計劃回購股份 – 43,180,000 – 122,219

歸屬及轉讓予僱員 (22,194,000) – (25,412) –    

於期末 126,394,539 140,186,539 261,495 238,961    

(c)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本公司一直採用股份獎勵計劃，以確認若干參與者的貢獻，並給予彼等激勵，以挽
留彼等，使本集團得以持續經營及發展，吸引合適人士以促進本集團的進一步發
展，並為若干參與者提供直接經濟利益，以讓本集團與若干參與者建立長期關係。
根據本公司訂立的信託契據，本公司成立了一項信託，以管理該等計劃，並根據本
集團提供的財務支援購買或認購本公司的股份。本公司其後向合資格僱員授出的
任何股份將以該信託代表本公司持有的股份結算。董事已釐定本公司透過信託契
據控制該信託，因此將信託綜合入賬。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二級市場購回43,180,000股股份，代價為人民
幣122,219,000元。所購回的股份乃用於股份獎勵計劃。

受限制股份單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受限制股份單位活動的若干資料概述如下：

獎勵數目

每股受限制
股份單位之加權

平均授出日期公平值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行使受限制股份單位，期初 75,200,000 – 1.13 –

已授出 (i) – 75,200,000 – 1.13

已歸屬 (22,194,000) – 1.13 –    

未行使受限制股份單位，期末 53,006,000 75,200,000 1.1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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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2020年1月9日，已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向若干僱員授出75,200,000股受限制股
份單位。根據歸屬時間表，30%已於2021年3月29日公佈年度業績當日起計首
個週年日歸屬，30%將於第二個週年日歸屬，而其餘40%則於第三個週年日歸
屬。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的公平值為每股1.27

港元（相當於每股約人民幣1.13元）。各受限制股份單位於授出日期的公平值乃
參考本公司普通股的市價及行使價每股1港元釐定。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歸屬
須視乎本集團是否持續僱用而定。

於期內確認為僱員福利開支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之交易所產生的總開支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授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 11,537 2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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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列

在編製本集團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本集團已發現所呈
列的比較財務資料出現錯誤。重列對本集團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
務資料的影響概述如下。

(a) 簡明綜合損益表（摘要）

於2020年
6月30日 重列

於2020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過往所列報） （經重列）

收入 7,638,691 (88,822) 7,549,869

銷售成本 (6,246,166) 22,689 (6,223,477)   

毛利 1,392,525 (66,133) 1,326,392

銷售及分銷開支 (510,256) 58,944 (451,312)

行政開支 (312,953) 18,478 (294,475)

研發費用 (214,563) 6,832 (207,731)   

除所得稅前利潤 463,233 18,121 481,354

所得稅開支 (76,699) (8,231) (84,930)   

期內利潤 386,534 9,890 396,424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384,962 9,890 394,852

－非控股權益 1,572 – 1,572   

386,534 9,890 396,424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人民幣分） 13.3 0.4 13.7   

－攤薄（每股人民幣分） 13.2 0.4 13.6   

(b)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摘要）

於2020年
6月30日 重列

於2020年
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過往所列報） （經重列）

期內利潤 386,534 9,890 396,424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91,501 9,890 401,391

－非控股權益 1,572 – 1,572   

393,073 9,890 40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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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2021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按年增長12.7%，復甦態勢持續鞏固。各項經
濟指標持續回升，整體國民經濟穩中向好。然而，全球爆發的COVID-19疫情尚
未得到有效控制，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導致全球經濟復甦存在諸多不確定
性。

受惠於客戶消費在中國復甦下改善，本公司於2021年上半年再次錄得強勁的財
務業績，繼續實現強勁增長。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電動踏板車及電動
自行車的總銷量達 6,537,000台，按年增長 61.1%，主要是由於推出新型號，升級
現有型號以吸引更廣泛的客戶層，以及擴張分銷網絡所致。因此，截至2021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2,375.4百萬元，按年增長63.9%。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已售出約 1,570,000台冠能系列電動兩輪車，即其受歡迎系
列之一。由於該系列受歡迎，本集團已於2021年初推出冠能2.0系列電動兩輪
車。冠能2.0系列電動兩輪車大大提升了續航里程，成為本集團主要產品系列之
一。其配備經升級的TTFAR石墨烯第三代電池，循環壽命可達800-1,000次，為普
通鉛酸電池的三倍。TTFAR石墨烯第三代電池除了容量大及導電性強外，亦可
使用TTFAR快速充電充電器於3小時內充滿電。冠能2.0系列亦已推出符合電動
自行車新國家標準的多個不同型號，能夠滿足城市地區客戶對高續航里程產
品的需要。本集團將繼續投資於開發新型號，並且為現有型號的電動兩輪車及
電動自行車升級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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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2,375.4百萬元，較2020

年同期約人民幣7,549.9百萬元增加約63.9%。該增加主要由於因 (i)推出新型號及
升級現有型號以吸引更廣泛的客戶層；及 (ii)擴張分銷網絡，導致電動踏板車、
電動自行車及相關配件的銷量增加所致。

截至2021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 截至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產品類型 收入 佔總額

百分比
(%)

數量 收入 佔總額
百分比

(%)

數量
（人民幣
千元） 千台

（人民幣
千元） 千台

（經重列）

電動踏板車 5,420,725 43.8 3,073.2 3,604,001 47.7 2,253.5

電動自行車 3,889,264 31.4 3,463.8 2,152,699 28.5 1,805.3      

小計 9,309,989 75.2 6,537.0 5,756,700 76.2 4,058.8      

電池及充電器 2,894,462 23.4

電池：
5,792.7

充電器：
4,361.7 1,703,250 22.6

電池：
3,606.1

充電器：
2,550.6

電動兩輪車零部件 170,958 1.4 不適用 89,919 1.2 不適用      

總計 12,375,409 100.0 – 7,549,869 100.0 –      

電動踏板車銷量由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 2,253,500台上升約36.4%至截
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3,073,200台；而電動自行車銷量由截至2020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約1,805,300台上升約91.9%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3,463,800

台。



– 20 –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6,223.5百萬元增加約69.2%至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530.0百萬元，與收入及銷量上升相符。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326.4百
萬元增加約 39.1%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845.4百萬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為14.9%，低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的毛利率17.6%，主要由於原材料價格增加及擴張分銷網絡令開支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由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9.9百萬元增加
約54.7%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69.9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
本集團購買的理財產品所產生的收入增加所致。

報告期間利潤

由於上述原因的累計影響，本集團的利潤由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
民幣396.4百萬元增加約47.8%至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86.0百萬
元。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現金流量

截至2021年6月30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5,350.3百萬元，較截至2020

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3,420.9百萬元增加約 56.4%。有關增加主要由於經營活動
產生現金流入淨額約人民幣 2,585.7百萬元及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約人民幣
153.3百萬元，部分被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出淨額約人民幣807.3百萬元所抵銷。

本集團的現金主要用於日常經營開支、支付營銷及廣告開支以及撥付營運資
金。本集團通過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滿足其流動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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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幣 2,585.7

百萬元，而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流入淨額則約為
人民幣1,170.4百萬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出淨額
約為人民幣 807.3百萬元，而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
出淨額則約為人民幣 713.3百萬元。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籌資活動所產
生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幣 153.3百萬元，而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籌資
活動所用現金流出淨額則約為人民幣 91.4百萬元。

經考慮本集團現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經營活動預計所得現金流量及首次公
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後，董事會相信，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需求將獲滿足。

流動資產淨值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506.0百萬元，而截至
2020年12月31日的流動資產淨值則約為人民幣1,137.8百萬元。

存貨

存貨主要包括原材料及製成品。存貨由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680.2百萬
元增加約 51.8%至截至 2021年6月30日約人民幣 1,032.7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
團產品銷量增加。平均存貨周轉日數由 2020年同期的17.5日減少至截至 2021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4.6日。

資產負債比率

截至2021年6月30日，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借款總額除以各期結日的總權益再
乘以100%）為6.8%（2020年12月31日：2.7%）。

人力資源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9,282名僱員（2020年12月31日：8,184名僱員）。總
員工成本（包括勞務外包成本，惟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 762.0百萬元（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431.6百萬元）。本集團將參考市場慣例及
僱員個人表現定期檢討其薪酬政策及僱員工資福利。

或有負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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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抵押其資產作為應付票據的抵押品，用於撥付日常業務營運。於2021

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已抵押資產為人民幣4,125.7百萬元。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進行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
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報告期間後事項

於報告期間後，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其後事件。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2016年5月19日（即本公司的上市日期），本公司以全球發售方式於香港聯交
所按每股1.72港元的發售價發行750百萬股股份。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
除本公司就全球發售應付的包銷費用及佣金以及其他開支後）約為1,074.0百萬
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907.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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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載列如下：

於本公司
日期為
2016年

5月9日的
招股章程
披露的

所得款項
淨額用途

直至2021年
6月30日的

所得
款項淨額
實際用途

直至2021年
6月30日的
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悉數動用
餘下結餘的
預期時間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改善分銷及銷售，以及營銷，包括
(i)品牌推廣、廣告及營銷；(ii)擴
展智美終端；(iii)擴展國際銷售；
及 (iv)建立在線平台，包括在線銷
售推廣及營銷； 453.7 453.7 – –

業務拓展，包括 (i)購買新的自動生
產設備及擴充生產；及 (ii)潛在的
併購； 272.2 159.8 112.4

2021年
12月31日

研發產品、改善研發設施及聘請研
發人員；及 90.7 90.7 – –

一般營運資金 90.7 90.7 – –   

總計 907.3 794.9 112.4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
治守則」）中載列的守則條文。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完全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
的守則條文。董事會將繼續審閱及監察本公司的企業管治狀況，以遵守企業管
治守則並維持本公司高水準的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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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
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董事會亦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可能擁有本公司非公開內幕資料的相關僱員買
賣本公司證券的指引。據本公司所知，概無發生相關僱員不遵守標準守則的事
件。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會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20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審核委員會審閱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及上市規則規定，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宗煒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姚乃勝先生、吳邲
光先生及黄隆銘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張禕胤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管理層已考慮及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
已討論有關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的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於報告期
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本集團過往期間的調整詳情載於本公
告的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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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載中期業績

本公告將於香港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yadea.com.cn)

刊載。本公司於報告期間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
上述網站查閱。

承董事會命
雅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董經貴

香港，2021年8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經貴先生、錢靜紅女士及沈瑜先生為執行董事；張禕胤先生
為非執行董事；及李宗煒先生、吳邲光先生、姚乃勝先生及黃隆銘先生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