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1585

2020
中 期 報 告



公司資料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簡明綜合損益表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2

4

8

12

13

14

16

17

18

目錄



2雅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2020年中期報告

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董經貴先生
錢靜紅女士
沈瑜先生

非執行董事

張禕胤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宗煒先生
吳邲光先生
姚乃勝先生
黄隆銘先生

董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李宗煒先生（主席）
姚乃勝先生
吳邲光先生
黄隆銘先生
張禕胤先生

薪酬委員會

吳邲光先生（主席）
姚乃勝先生
張禕胤先生
黄隆銘先生

提名委員會

董經貴先生（主席）
錢靜紅女士
張禕胤先生
姚乃勝先生
吳邲光先生
李宗煒先生
黄隆銘先生

聯席公司秘書
沈瑜先生
中國
江蘇省無錫市
北塘區
惠泉花園66號
202室

林玉玲女士，ACIS, ACS

香港
銅鑼灣
勿地臣街1號
時代廣場二座31樓

授權代表
錢靜紅女士
中國
江蘇省
無錫市錫山區
安鎮鎮
查橋村
荷花池62號

林玉玲女士，ACIS, ACS

香港
銅鑼灣
勿地臣街1號
時代廣場二座31樓

註冊辦事處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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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總辦事處
中國
江蘇省無錫市
錫山區
安鎮鎮
大成工業園
錫山大道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銅鑼灣
勿地臣街1號
時代廣場二座31樓

法律顧問
盛德律師事務所
香港
中環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39樓

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
太子大廈
22樓

開曼群島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Ocorian Trust (Cayman) Limited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54樓

主要往來銀行
南京銀行無錫錫山支行
中國
江蘇省無錫市
錫滬東路1號

中國建設銀行慈溪支行
中國
浙江省慈溪市
峙山路279號

中國光大銀行天津華苑支行
中國
天津市南開區
華苑路與雅士道交口
才子苑62-68號

公司網站
www.yadea.com.cn

股份代號
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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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2020年上半年，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爆發嚴重阻礙全球宏觀經濟增長，並為各個行業的業務帶來不確定性。
由於中國政府實施高效疾病控制及預防措施，自2020年第二季度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各行各業逐漸復工。

鑒於其強大的基礎，儘管COVID-19疫情對經濟及企業造成不利影響，雅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雅迪」或「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能安然渡過挑戰、於2020年第一季度末恢復生產，且收入、毛利及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均實
現強勁增長。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的總銷量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2,033,000台增加至截至2020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約4,058,800台，主要由於共享微出行行業興起，連同COVID-19疫情的安全問題致使對替
代公共交通工具的需求增加以及本集團線上及線下分銷網絡擴展。因此電動兩輪車、電池及充電器以及電動兩輪車零
部件的銷售收入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074.5百萬元增加87.5%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
民幣7,638.7百萬元。

儘管無法切實預測與COVID-19相關的破壞程度，且於本年度的餘下時間，中國商業環境仍將充滿挑戰，但本集團對其
表現抱審慎樂觀態度。本集團將制定計劃，以保護及擴大其市場份額、提高品牌聲譽、持續擴大其分銷網絡，並投資
於電動兩輪車的核心技術研發，以進一步鞏固其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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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7,638.7百萬元，較2019年同期約人民幣4,074.5百萬元增加約
87.5%。該增加主要由於電動踏板車、電動自行車及相關配件的銷量增加所致，乃由於(i)對替代公共交通工具的需求因
COVID-19疫情的安全問題而增加；(ii)共享微出行行業的興起；及(iii)線上及線下分銷網絡擴展。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產品類型 收入 佔總額 數量 收入 佔總額 數量

（人民幣
千元）

百分比
(%) 千台

（人民幣
千元）

百分比
(%) 千台

電動踏板車 3,635,478 47.6 2,253.5 1,929,291 47.4 1,086.9

電動自行車 2,171,499 28.4 1,805.3 1,251,420 30.7 946.1
       

小計 5,806,977 76.0 4,058.8 3,180,711 78.1 2,033.0
       

電池及充電器 1,718,126 22.5 電池： 

3,606.1 

充電器： 

2,550.6

859,923 21.1 電池： 

1,057.7 

充電器： 

1,515.3 

電動兩輪車零部件 113,588 1.5 不適用 33,902 0.8 不適用
       

總計 7,638,691 100.0 – 4,074,536 100.0 –
       

電動踏板車銷量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1,086,900台上升約107.3%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
2,253,500台；而電動自行車銷量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946,100台上升約90.8%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約1,805,300台。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391.2百萬元增加約84.2%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6,246.2百萬元，與銷量上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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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683.3百萬元增加約103.8%至截至2020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392.5百萬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為18.2%，高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16.8%，主要由於(i)原材
料採購量增加導致單位成本下降；及(ii)毛利率較高的電池及充電器的銷量增加的綜合影響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由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76.4百萬元增加約43.8%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約人民幣109.9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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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81.3百萬元增加約113.2%至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86.5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現金流量

截至2020年6月30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3,005.9百萬元，較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636.6百萬元
增加約14.0%。有關增加主要由於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流入淨額約人民幣1,170.4百萬元，部分被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出
淨額約人民幣713.3百萬元及籌資活動所用現金流出淨額約人民幣91.4百萬元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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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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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人民幣1,170.4百萬元，而截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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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百萬元。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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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3百萬元，而截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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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9百萬元。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籌資活動所用現金流出淨額約為人民幣91.4百萬元，而截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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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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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相信，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需求將獲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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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淨值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438.5百萬元，而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流動資產淨值則約
為人民幣1,278.9百萬元。

存貨

存貨主要包括原材料及成品。存貨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638.9百萬元減少約10.2%至截至2020年6月30日約
人民幣573.6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產品銷量增加。平均存貨周轉日數由截至2019年同期的14.8日增加至截至2020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7.5日。

資產負債比率

截至2020年6月30日，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計息銀行借款總額除以各期結日的總權益再乘以100%）為0%（2019年12月
31日：0%）。

人力資源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6,305名僱員（2019年12月31日：4,341名僱員）。於報告期間總員工成本（惟不包括董
事酬金）約為人民幣213.7百萬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67.3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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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或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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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已抵押資產為人民
幣2,793.9百萬元。

外匯匯率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開展業務。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幾乎所有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認為，其並
無重大外匯風險。因此，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概無使用任何衍生金融工具對沖其外匯匯率風險。



8雅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2020年中期報告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本公司於2014年7月17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股份」）於2016年5月19日（「上市日期」）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於2020年6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本公司的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
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須載入該條所指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附註4）

持股
概約百分比（附註5）

董經貴先生（附註1及3） 受控制法團權益╱一致行動人士權益 2,004,160,943(L) 66.92%

錢靜紅女士（附註2及3） 受控制法團權益╱一致行動人士權益 2,004,160,943(L) 66.92%

附註：

(1) 董經貴先生持有大為投資有限公司（「大為」）全部已發行股本，而大為則擁有1,399,398,084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董經
貴先生被視為於大為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錢靜紅女士持有方圓投資有限公司（「方圓」）全部已發行股本，而方圓則擁有604,762,859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錢靜
紅女士被視為於方圓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根據一致行動安排，董經貴先生及錢靜紅女士確認彼等為就本集團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及董事會會議上行使投票權的一致行動人士。
彼等亦進一步承諾於彼等仍直接或間接擁有股份權益期間，將繼續根據一致行動安排行事。因此，董經貴先生及錢靜紅女士連同彼等
各自的控股公司（即大為及方圓）均被視為於大為及方圓持有的股份總數中擁有權益。

(4) 「L」指於有關證券的好倉。

(5) 於2020年6月30日已發行股份為2,995,000,000股。

(ii) 於相聯法團的權益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已發行股份數目
持股

概約百分比 

董經貴先生 大為 100股 100.00%

錢靜紅女士 方圓 100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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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6月30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本公司的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所指登記冊內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
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於2020年6月30日，據董事所知悉，下列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
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或

證券數目（附註2）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附註3）

大為（附註1） 實益權益╱一致行動人士權益 2,004,160,943(L) 66.92%

方圓（附註1） 實益權益╱一致行動人士權益 2,004,160,943(L) 66.92%

附註：

(1) 根據一致行動安排，董經貴先生及錢靜紅女士確認彼等為就本集團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及董事會會議上行使投票權的一致行動人士。彼等亦進
一步承諾於彼等仍直接或間接擁有股份權益期間，將繼續根據一致行動安排行事。因此，董經貴先生及錢靜紅女士連同彼等各自的控股公司（即
大為及方圓）被視為於大為及方圓持有的股份總數中擁有權益。

(2) 「L」指於有關證券的好倉。

(3) 於2020年6月30日已發行股份為2,995,000,000股。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6月30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並非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或相關股份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予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載入該條所
指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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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後事項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間後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本集團並無發生任何重大其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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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上市日期，本公司以全球發售方式於聯交所按每股1.72港元發售價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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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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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5月9日的

於招股章程
披露的所得

款項淨額用途

直至2020年
6月30日的

所得款項淨額
實際用途

直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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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7 414.3 39.4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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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一般營運資金 90.7 90.7 0
    

總計 907.3 755.5 151.8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曾於市埸上就於2019年7月23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合共購買43,180,000股股
份。該等股份購買的詳情如下：

購買月份 購買股份數目
每股價格

總購買價格最高價 最低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2020年1月 9,622,000 2.35 2.30 22,404,620
2020年3月 3,548,000 2.20 2.15 7,727,700
2020年4月 10,390,000 2.24 2.15 22,770,760
2020年5月 13,332,000 4.11 3.67 51,369,440
2020年6月 6,288,000 5.50 3.80 29,702,996

     

總計 43,180,000 133,97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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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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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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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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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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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概不會於本集團綜合財務資料作出過往年度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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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a) 7,638,691 4,074,536

銷售成本 7(a) (6,246,166) (3,391,197)
    

毛利 1,392,525 683,339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c) 109,856 76,403

銷售及分銷開支 (510,256) (220,090)

行政開支 (312,953) (194,417)

研發費用 (214,563) (123,476)

財務費用 (1,376) (1,369)
    

除所得稅前利潤 7 463,233 220,390

所得稅開支 8 (76,699) (39,074)
    

期內利潤 386,534 181,316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 384,962 180,042

非控股權益 1,572 1,274
    

386,534 181,316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人民幣分） 10 13.3 6.1

    

攤薄（每股人民幣分） 13.2 6.1
    

第18頁至第32頁的隨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資料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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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利潤 386,534 181,316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功能貨幣換算至呈列貨幣的匯兌差額 6,393 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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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27,55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6,539 2,95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93,073 184,268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391,501 182,994

非控股權益 1,572 1,274
    

393,073 184,268
    

第18頁至第32頁的隨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資料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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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6月30日

於
2020年

6月30日

於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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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177 1,242,263

使用權資產 404,032 326,347

無形資產 20,278 17,61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工具 18,891 18,73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8,325 122,728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的預付款項 35,580 155,119

遞延稅項資產 17,034 17,522
    

非流動資產總值 2,078,317 1,900,329
    

流動資產
存貨 12 573,597 638,935

應收賬款 13 342,665 181,87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71,597 394,191

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 3,998,654 3,582,866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債務工具 350,334 167,318

已抵押銀行存款 941,123 1,244,267

銀行結餘及現金 3,005,871 2,636,553
    

流動資產總值 9,683,841 8,846,004
    

資產總值 11,762,158 10,746,33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187 187

股份溢價及儲備 3,429,122 3,132,199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429,309 3,132,386

非控股權益 13,016 11,444
    

總權益 3,442,325 3,14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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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6月30日

於
2020年

6月30日

於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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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負債 33,514 35,442

其他非流動負債 40,984 –
    

非流動負債總額 74,498 35,44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4 7,289,394 6,858,43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669,489 474,233

合約負債 209,399 147,266

租賃負債 13,323 10,998

稅項負債 63,730 76,133
    

流動負債總額 8,245,335 7,567,061
    

負債總額 8,319,833 7,602,503
    

總權益及負債 11,762,158 10,746,333
    

第18頁至第32頁的隨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資料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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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合併儲備 股份溢價賬 法定儲備

按公平值
計入

其他全面
收益儲備 庫存股份 換算儲備

股份獎勵
儲備 保留利潤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20年1月1日
（經審核） 187 (121,024) 645,536 177,294 4,663 (116,742) 45,816 38,687 2,457,969 3,132,386 11,444 3,143,830

期內利潤 – – – – – – – – 384,962 384,962 1,572 386,53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所得稅 – – – – – – 6,539 – – 6,539 – 6,53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6,539 – 384,962 391,501 1,572 393,073
             

以股份為基礎的補償 – – – – – – – 27,641 – 27,641 – 27,641

就股份獎勵計劃
購買股份 – – – – – (122,219) – – – (122,219) – (122,219)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 782 – – – – (782) – – –
             

於2020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187 (121,024) 645,536 178,076 4,663 (238,961) 52,355 66,328 2,842,149 3,429,309 13,016 3,442,325

             

於2019年1月1日
（經審核） 188 (121,024) 759,036 163,197 1,237 (17,607) 32,764 75,574 1,918,768 2,812,133 7,585 2,819,718

期內利潤 – – – – – – – – 180,042 180,042 1,274 181,31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所得稅 – – – – – – 2,952 – – 2,952 – 2,95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2,952 – 180,042 182,994 1,274 184,268
             

就股份獎勵計劃
購買股份 – – – – – (68,030) – – – (68,030) – (68,030)

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 – (105,672) – – – – – – (105,672) – (105,672)
             

於2019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188 (121,024) 653,364 163,197 1,237 (85,637) 35,716 75,574 2,098,810 2,821,425 8,859 2,83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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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經營產生的現金 1,259,051 137,819

已付稅項 (88,614) (36,273)
    

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1,170,437 101,546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銀行存款所得利息 11,709 14,18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52,172) (145,370)

購買使用權資產 (39,15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17,052 –

購買無形資產 (8,732) (5,851)

購買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 (28,306,005) (15,114,570)

贖回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 27,892,162 14,732,181

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所得利息 71,832 40,54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713,313) (478,883)
    

籌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借款所得款項 40,983 –

已付股息 – (105,672)

償還租賃負債 (10,186) (7,830)

就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 (122,219) (68,030)
    

籌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91,422) (181,53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365,702 (558,869)

匯率變動的影響 3,616 2,75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36,553 1,973,390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05,871 1,417,275
    

第18頁至第32頁的隨附附註構成本中期財務資料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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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雅迪集團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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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
司主要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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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電動車及相
關配件的開發、製造及銷售。

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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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東」）。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港元（「港元」），為本公司主要經營地區的貨幣。本集團位於中國的實體的功能貨幣為人民
幣（「人民幣」），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計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以人民幣呈列。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於2020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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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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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及本公司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作
出的任何公開公告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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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3. 會計政策

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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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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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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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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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a) 收入分類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種類
電動踏板車 3,635,478 1,929,291

電動自行車 2,171,499 1,251,420

電池及充電器 1,718,126 859,923

電動兩輪車零部件 113,588 33,902
   

7,638,691 4,074,536
   

確認收入時間
一次性計入 7,638,691 4,074,536

   

(b) 客戶合約的履約責任

本集團向分銷商銷售電動車。當貨品（指電動車）的控制權轉移（即當貨品已包裝付運及離開本集團的倉庫
作交付）時確認收入。

於交付後，分銷商可全權決定分銷方式及銷售貨品的價格，於銷售貨品時承擔主要責任並承擔報廢風險
及有關貨品的虧損。

本集團客戶一般需要於交付貨品前全數繳足款項，惟獲授信貸期的若干客戶除外。信貸期一般由開單日
起介乎15日至180日。

根據本集團與分銷商及供應商的標準合約條款，分銷商不可更換或退回已交付貨品，而供應商負責更換
及維修所有於保修期內損壞的產品。當客戶初步就貨品預先付款，本集團所收取的交易價格會確認為合
約負債，直至貨品包裝付運及離開本集團的倉庫。

所有銷售及服務期均為一年或以下。誠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允許，分配
至該等未完成合約的交易價格不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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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續）

(c)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收益 71,011 40,547

政府補助 21,284 19,485

銀行利息收入 11,709 14,1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淨額 2,746 50

其他 3,106 2,141
   

109,856 76,403
   

6. 經營分部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並無根據其產品及服務進行業務單位分類，本集團僅有一個可呈報經營分部，該分部從事
電動車及相關配件的開發、製造及銷售。因此，概無呈列分部資料。

概無合併經營分部以形成上述可報告經營分部。

地域性信息

由於本集團逾90%的收入及經營利潤產生自中國的電動車銷售，且本集團逾90%的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均位於中
國，故毋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呈列地域性資料。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由於報告期間向任何單一客戶作出的銷售收入均未達到本集團收入的10%或以上，故毋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8號經營分部呈列主要客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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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利潤

期內利潤於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銷售成本

售出存貨成本 6,246,166 3,391,197
    

(b)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酬金）

工資及薪金 199,172 150,706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社會福利及其他福利 17,546 19,712
    

216,718 170,418
    

(c) 其他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2,570 37,771

使用權資產折舊 9,932 9,415

無形資產攤銷 4,418 3,384

核數師酬金 1,553 1,350

研發成本（附註） 214,240 123,476
    

附註：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研發成本包括工資及薪金人民幣38,344,700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7,435,000
元），亦計入上文附註7(b)所披露的僱員福利開支中。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中國企業所得稅 76,211 39,130

遞延稅項 488 (56)
   

期內所得稅開支 76,699 39,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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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或宣派股息（2019年：
119,729,000港元，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而言相當於人民幣105,672,000元）。

10.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盈利」）按本公司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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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384,962 180,04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890,452 2,968,360
   

每股基本盈利（以人民幣元╱股計） 13.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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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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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384,962 180,04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890,452 2,96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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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912,438 2,968,360
   

每股攤薄盈利（以人民幣元╱股計） 13.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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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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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930,000元（截至2019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6,838,000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4,306,000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
民幣50,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總賬面淨值為人民幣373,793,000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368,44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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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月30日

於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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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250 424,727

成品 198,347 214,208
   

573,597 638,935
   

13. 應收賬款

於
2020年

6月30日

於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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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665 184,180

減：信貸虧損撥備 – (2,306)
   

342,665 18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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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賬款（續）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扣除信貸虧損撥備）：

於
2020年

6月30日

於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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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665 181,874
   

14.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
2020年

6月30日

於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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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1,642 2,528,916

應付票據 3,567,752 4,329,515
   

7,289,394 6,858,431
   

於報告期間末，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20年

6月30日

於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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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4,898 2,495,696

三至六個月 49,706 9,378

六至十二個月 9,917 2,811

十二至二十四個月 2,922 18,935

超過二十四個月 4,199 2,096
   

3,721,642 2,528,916
   

應付賬款為不計息，平均信貸期介乎15至90日，惟若干保證金須於24個月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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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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6月30日 2,995,000,000 30

   

折合人民幣千元 187
   

(b) 庫存股份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庫存股份
於期初 97,006,539 6,780,000 116,742 17,607

因股份獎勵計劃回購股份 43,180,000 69,300,539 122,219 68,030
     

於期末 140,186,539 76,080,539 238,961 8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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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續）

(c)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股份獎勵計劃

首個股份獎勵計劃

根據董事於2018年12月26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經已採納股份獎勵計劃（「首個股份獎勵計劃」）。董事
會可不時（惟無論何時均須遵守首個股份獎勵計劃規則）有絕對酌情權甄選任何參與僱員、董事、顧問、
委託人、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受法律及規例限制者除外）參與首個股份獎勵計劃，並就經甄選參與人士
獲得獎勵股份的權利施加其認為合適的任何條件。首個股份獎勵計劃目的為認可若干人士的貢獻以及給
予彼等獎勵，從而留住彼等以繼續為本集團的營運及發展效力，並吸引合適人員推動本集團的進一步發
展。於同日，已根據本公司訂立的信託契據成立信託，以管理首個股份獎勵計劃，並以本集團所提供的
財務支持，購買或認購股份。本公司其後向合資格僱員獎勵的任何股份將以信託代表本公司持有的股份
結算。董事認為本公司通過信託契據控制信託，因此將信託綜合入賬。

於2018年12月及2019年1月，本集團分別於二級市場購回6,780,000股及26,674,000股股份，代價分別為
20,095,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17,607,000元）及77,153,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69,388,000元）。所購回
的股份乃用於首個股份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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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續）

(c)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續）

股份獎勵計劃 （續）

第二個及第三個股份獎勵計劃

本公司於2019年6月6日採納股份獎勵計劃（「第二個及第三個股份獎勵計劃」）。

第二個及第三個股份獎勵計劃旨在(i)配合本公司於2018年12月26日採納的首個股份獎勵計劃；(ii)向為本
集團未來長期增長持續作出重大貢獻的參與人士給予獎勵；(iii)透過讓獲選參與人士擁有股份的方式，進
一步使獲選參與人士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直接掛鈎；(iv)吸引及挽留有助推動本集團增長及發展的優秀參
與人士；及(v)鼓勵或促成參與人士持有股份。

於2019年6月，本集團召回先前授予的42,626,539股受限制股份單位，並將用於第二個及第三個股份獎
勵計劃。

第四個股份獎勵計劃

本公司於2019年7月23日採納股份獎勵計劃（「第四個股份獎勵計劃」）。

第四個股份獎勵計劃的目的及宗旨為認可若干參與人士作出的貢獻並向彼等給予獎勵，從而挽留彼等繼
續為本集團的持續營運及發展效力、吸引適合人員推動本集團的進一步發展，及向若干參與人士提供直
接經濟利益，讓本集團及若干參與人士之間建立長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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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續）

(c)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續）

股份獎勵計劃 （續）

於2019年7月，本集團於二級市場購回20,926,000股股份，價格介乎每股1.58港元至1.65港元，總代價
為33,076,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29,747,000元。所購回的股份乃用於第四個股份獎勵計劃。

(i) 受限制股份單位

於2020年1月，本公司根據首個股份獎勵計劃以及第二個及第三個股份獎勵計劃向本集團管理層
及僱員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股份單位指收取一股普通股的或有權利，其經濟利益等同於
一股本公司普通股。

下表概述截至2020年6月30日有關受限制股份單位活動的若干資料：

獎勵數目

每股加權
平均授出
日期公平值

2020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元

未行使受限制股份單位，期初 – –
已授出 75,200,000 1.43

   

未行使受限制股份單位，期末 75,200,000 1.43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歸屬受限制股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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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價及行使價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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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本承擔

於
2020年

6月30日

於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中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
但未撥備的資本支出 242,251 41,525

   

17.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的分類

於
2020年

6月30日

於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金融資產
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強制性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 3,998,654 3,432,866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18,891 18,731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4,409,709 4,334,84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債務工具 350,334 167,318

   

8,777,588 7,953,764
   

於
2020年

6月30日

於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金融負債
按攤銷成本：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7,289,394 6,868,43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522,736 291,513
租賃負債 46,837 46,440

   

7,858,967 7,206,384
   

* 不包括員工成本、應計福利及其他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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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融工具（續）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若干金融資產於各報告期間末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有關如何釐定該等金融資產公平值的資料（尤其是
所用的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
資產
－理 財產品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結構性
存款 – 3,998,654 – 3,998,654

－按 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 – 18,891 18,891
－按 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債務工具 – 350,334 – 350,334

     

– 4,348,988 18,891 4,367,879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資產
－理 財產品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結構性
存款 – 3,432,866 – 3,432,866

－按 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 – 18,731 18,731
－按 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債務工具 – 167,318 – 167,318

     

– 3,600,184 18,731 3,618,915
     

下表呈列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的第三級工具變動。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期初 18,731 15,305
其他全面收益收益總額 160 246

   

於期末 18,891 1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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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聯方交易及結餘

(a) 與本集團訂立重大交易的關聯方：

公司 與本集團的關係

電斑馬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受控股股東控制

寧波索高減震器有限公司 受控股股東的近親家族成員控制

天津市星偉電動車配件有限公司 受控股股東的近親家族成員控制

無錫市大恩車業有限公司 受控股股東的近親家族成員控制

無錫市星偉車輛配件有限公司 受控股股東的近親家族成員控制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 2,976 2,967

退休金計劃供款及社會福利 91 184
   

3,067 3,151
   

19. 其後事件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後及直至本報告日期並無發生任何重大其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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