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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律顧問
香港法律：

金杜律師事務所

香港

中環

置地廣場

告羅士打大廈13樓

開曼群島法律：

Maples and Calder Asia
香港

中環

港景街1號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15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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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網站
www.leekeegroup.com

股份代號
637

授權代表
陳婉珊

卓華鵬

註冊辦事處
P.O. Box 309 GT, 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香港總辦事處及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新界

大埔工業邨

大發街16號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Royal Bank of Canada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4th Floor, Royal Bank House
24 Shedden Road,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董事
執行董事
陳伯中（董事會主席）

陳婉珊（董事會副主席

 兼行政總裁）

馬笑桃

獨立非執行董事
鍾維國

梁覺強

許偉國

公司秘書
卓華鵬
 （CPA (HKICPA), FCCA, ACA）

審核委員會
鍾維國（審核委員會主席）

梁覺強

許偉國

薪酬委員會
梁覺強（薪酬委員會主席）

陳伯中

鍾維國

提名委員會
陳伯中（提名委員會主席）

鍾維國

梁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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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由於財政年度結算日由十二月三十一日更改為三月三十一日，故利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

事會」）已編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利記」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

期間（「十二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並謹此公佈該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之十二個月（即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期間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收益 5 2,424,424 2,470,562
銷售成本 (2,343,064) (2,418,599)

    

毛利 81,360 51,963

其他收入 865 951
分銷及銷售開支 (18,723) (18,548)
行政開支 (74,404) (72,183)
其他收益，淨額 3,418 8,043

    

經營虧損 6 (7,484) (29,774)
    

融資收入 5,343 5,045
融資成本 (1,132) (2,842)

    

融資收入，淨額 7 4,211 2,203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虧損） 1,897 (2,169)
    

除所得稅前虧損 (1,376) (29,740)

所得稅（開支）╱抵免 8 (830) 37
    

期╱年內虧損 (2,206) (29,70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2,206) (29,703)
    

期╱年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的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9 (0.27) (3.58)

    

第7頁至第22頁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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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期間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3）
    

期╱年內虧損 (2,206) (29,703)
    

期╱年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2,275 93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估儲備之變動 (4,098) 16,201

 分佔合營企業其他全面收益 452 332
    

期╱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1,371) 17,467
    

期╱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3,577) (12,23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3,577) (12,236)
    

第7頁至第22頁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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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3）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 11 14,676 15,1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36,625 34,671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20,492 18,14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 21,997 29,758
 遞延所得稅資產 3,132 2,696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 3,089

    

96,922 103,470
    

流動資產
 存貨 750,178 532,746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245,410 156,639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8 1,458 1,313
 可收回所得稅 770 3,930
 衍生金融工具 135 374
 銀行結餘及現金 272,561 421,816

    

1,270,512 1,116,818
    

總資產 1,367,434 1,220,28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82,875 82,875
股份溢價 15 495,293 495,293
其他儲備 539,673 543,250

    

總權益 1,117,841 1,121,41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90 1,727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79,493 94,087
 銀行借貸 167,828 2,492
 應繳所得稅 16 450
 衍生金融工具 566 114

    

247,903 97,143
    

總負債 249,593 98,870
    

總權益及負債 1,367,434 1,220,288
    

流動資產淨值 1,022,609 1,019,6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19,531 1,123,145
    

第7頁至第22頁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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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82,875 495,293 543,250 1,121,41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3,577) (3,577)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82,875 495,293 539,673 1,117,841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82,875 495,293 555,486 1,133,654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 – (12,236) (12,236)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82,875 495,293 543,250 1,121,418
     

第7頁至第22頁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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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期間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3）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的現金淨額 (300,890) 312,660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17,125) (26,111)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的現金淨額 165,336 (304,75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152,679) (18,20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匯兌收益 3,424 4,160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21,816 435,858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72,561 421,81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272,561 421,816
   

第7頁至第22頁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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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四年修訂本）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

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的地址為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於香港及中國大陸買賣鋅、

鋅合金、鎳、鎳相關產品、鋁、鋁合金、不銹鋼、其他電鍍化工產品及提供相關服務。

本公司的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的第一上市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除另有註明外，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

元」）呈列，並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獲批准刊發。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的董事會決議案，本公司財政年度結算日已由十二月三十一日更

改為三月三十一日。因此，本財政期間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合共

涵蓋十五個月。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現涵蓋十二個月，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的比較數字同樣涵蓋十二個月，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

與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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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3.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外，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用

者一致（如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述）。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於合營安排的投資乃視

乎各投資者所擁有的合約權利及義務而非合營安排的法定結構分為合作經營或合營企業。本集團

已評核其合營安排的性質，斷定其屬合營企業。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前，本集團於其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已按比例綜合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1號並不允許將合營企業按比例綜合入賬，並需要權益會計。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1號的過渡條文就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產生的於合營企業的權益採用新政策。

本集團於最早呈報期間開始時（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按先前已由本集團按比例綜合入賬的資產及

負債的總賬面值確認其於合營企業的權益。此乃本集團應用權益會計法處理於合營企業的權益的

認定成本。

根據權益會計法，於合營企業的權益乃按成本初步確認，其後經調整以確認本集團應佔收購後的

損益及於其他全面收入的變動。當本集團應佔合營企業的虧損相等於或超出其於該合營企業的權

益（包括任何長期權益，而該長期權益實質上構成本集團於該合營企業的投資淨額之一部分），則

本集團不會確認進一步虧損，除非其已產生責任或代表該合營企業作出付款。

本集團與其合營企業之間的交易產生的未變現收益，按本集團於合營企業的權益抵銷。除非交易

提供證據證明所轉讓的資產出現減值，否則未變現虧損亦被抵銷。合營企業的會計政策已在需要

時作出改變，以確保與本集團採納的政策一致。會計政策的變動已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採

納。有關變動對呈報期間的資產淨值並無影響。

會計政策的變動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收益

表及現金流量的影響載於下文附註3(a)。會計政策的變動對每股盈利並無影響。

概無其他於本集團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的會計年度生效的現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訂及經修訂

準則預期會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惟額外及經修訂披露資料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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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3. 會計政策（續）
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亦無提早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處理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計量及終止確認。該準則於二

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方適用，惟可提早採納。一經採納，該準則尤其會影響本集團對其可供出售金融資

產之會計處理，原因是倘公平值收益及虧損與非持作買賣之股權投資有關，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僅允許在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該等公平值收益及虧損。例如，可供出售債務投資之公平值收益及虧

損將因此須直接於損益賬內確認。

本集團對金融負債的會計處理並不會受影響，原因是新規定僅影響對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

負債的會計處理，而本集團並無擁有任何此等負債。終止確認規則乃從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

具：確認及計量」轉入，且並無變動。本集團尚未決定何時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概無尚未生效之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預期會對本集團造成重

大影響。

(a)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本集團於合營安排中擁有權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該合營安排被評估為共同控制實體

及按比例綜合入賬。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重估該合營安排之分類。

本集團合營安排的形式為有限公司，當中規定本集團及各協議訂約方享有該安排項下有限公司的

資產淨值。因此，該實體分類為本集團的合營企業。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本集團已就合營企業採用權益會計法入賬。下表列示對簡明綜

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的影響。每股虧損

並不受此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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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3. 會計政策（續）
(a)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續）

對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

增加╱（減少）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 租賃土地 (545) (551)

 — 物業、廠房及設備 (7,805) (8,336)

 — 存貨 (3,361) (2,584)

 —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171) (3,467)

 — 應收╱（應付）共同控制實體合營夥伴款項 (180) 128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313 1,156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202) (10,721)

 —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18,143 –
   

總計 (12,808) (24, 375)
   

負債：

 —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31) (749)

 — 銀行借貸 (12,577) (30,951)

 —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 7,325
   

總計 (12,808) (2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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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3. 會計政策（續）
(a)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續）

對簡明綜合收益表的影響

增加╱（減少）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益 (45,168)
銷售成本 (41,909)
其他收入 (291)
經營開支 (3,373)
其他收益，淨額 101
融資成本，淨額 (2,245)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2,169

  

對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的影響

增加╱（減少）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匯兌差額 (332)
應佔合營企業其他全面收益 332
  

對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的影響

增加╱（減少）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2,036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27,156)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18,37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6,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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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4.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作出影響會計政策應用及所報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數額的判斷、

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或有別於有關估計。

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由管理層對本集團在會計政策的應用及不確定數據主要來源的估計

所作出的重要判斷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作出者相同。

5. 收益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買賣鋅、鋅合金、鎳、鎳相關產品、鋁、鋁合金及不銹鋼以及其他電鍍化工產品。

以下為於期內確認的收益：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期間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收益

 貨品銷售 2,424,424 2,470,562
   

(a) 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期間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收益 分部業績 收益 分部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香港 2,041,734 (14,056) 2,141,429 (39,047)

中國大陸 382,690 2,289 329,133 279
     

2,424,424 (11,767) 2,470,562 (38,768)
     

營運總決策人即本集團之最高級行政人員，彼等共同審閱本集團內部申報以共同評估表現、分配

資源及制定策略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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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5.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a) 分部資料（續）

營運總決策人主要從地理因素審閱本集團之表現。本集團以兩個營運分部組成，即 (i)香港及 (ii)中

國大陸。兩個營運分部代表不同類型金屬產品之買賣。

營運總決策人根據每個分部除所得稅開支前之營運業績，撇除每個營運分部業績中的其他收入、

其他收益淨額、融資收入淨額及分佔合營企業業績之影響，作為評估營運分部之表現準則。

外來客戶收益於抵銷分部間收益後入賬。分部間銷售按與無關連第三方亦會訂立的正常商業條款

及條件而訂立。向營運總決策人彙報之外來人士收益按與簡明綜合收益表一致之方式計量。

本集團按營運分部之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的分析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1,150,781 216,653 1,367,434
    

分部負債 147,937 101,656 249,593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資產 1,036,664 183,624 1,220,288
    

分部負債 69,757 29,113 98,870
    

分部資產及負債分別指本集團的總資產及負債。營運總決策人先前審閱的分部資產及負債不包括

非流動資產、遞延所得稅負債及衍生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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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5.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業績之對賬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期間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分部業績總額 (11,767) (38,768)

其他收入 865 951

其他收益，淨額 3,418 8,043

融資收入，淨額 4,211 2,203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虧損） 1,897 (2,169)
   

除所得稅前虧損 (1,376) (29,740)
   

6. 經營虧損
下列各項已於期內於經營虧損中扣除╱（計入）：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期間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743 11,721

租賃土地攤銷 437 436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337,799 2,419,46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27) –

金屬期貨買賣合約的收益 (1,009) (1,81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4,757 42,02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 3,662 12,856

存貨減值撥備回撥 (720) (4,545)

應收貨款減值撥備╱（撥備回撥） 830 (20)

匯兌收益淨額 (6,044) (2,301)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回撥 – (1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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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7. 融資收入，淨額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期間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利息收入 5,343 5,045

信託收據貸款的利息 (1,132) (2,842)
   

融資收入，淨額 4,211 2,203
   

8. 所得稅（開支）╱抵免
香港利得稅按照期╱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二年：16.5%）計算撥備。來自中國大

陸業務之溢利的所得稅已按本集團實體營運所在地的現行所得稅稅率就期╱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期間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945) (1,156)

 —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358) (222)

遞延所得稅 473 1,52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105)
   

所得稅（開支）╱抵免 (83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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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9. 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期╱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計算。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期間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2,206) (29,703)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千計） 828,750 828,750
   

每股基本虧損（以每股港仙計） (0.27) (3.58)
   

(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方式為假設轉換所有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以調整發行在外的普通股的數

目。本公司發行一類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該等普通股為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該計劃」）授予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僱員的購股權。就購股權而言，為釐定可按公平值（按本公

司股份的平均年度市價釐定）購入的股份數目，已根據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所附帶的認購權貨幣價

值作出計算。上述計算所得的股份數目與假設行使購股權而已發行的股份數目進行比較。截至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計劃項下所有購股權已經失效。

由於期╱年內並無潛在具攤薄影響的普通股，故此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10.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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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11. 租賃土地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經重列） 15,113

攤銷 (437)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期末賬面淨值 14,676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經重列）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經重列） 15,549

攤銷 (436)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期末賬面淨值（經重列） 15,113
  

本集團於租賃土地的權益為預付經營租賃款項。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經重列） 34,671

匯兌差額 55

添置 11,782

出售 (140)

折舊 (9,743)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期末賬面淨值 36,625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經重列）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經重列） 45,228

匯兌差額 2

添置 1,162

折舊 (11,721)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期末賬面淨值（經重列） 3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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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1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按公平值於香港上市之股權證券 21,997 22,712
 — 按公平值計量之非上市有限合夥公司 – 7,046

   

21,997 29,758
   

於香港上市之股權證券以港元計值，而於非上市有限合夥公司之投資則以英鎊計值。

14.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扣減撥備後之應收貨款（附註 (a)） 168,931 119,408
向供應商支付之預付款項 38,646 8,675
按金 1,269 1,324
其他應收款項 36,564 27,232

   

245,410 156,639
   

附註 (a)：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信貸期由貨到付款至90日不等。應收貨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0至30日 125,653 84,231
31至60日 28,018 22,576
61至90日 6,559 4,868
90日以上 8,701 7,733   

168,931 11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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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15. 股本及股份溢價

普通股數目 面值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000,000,000 800,000
   

普通股數目 股本 股份溢價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28,750,000 82,875 495,293
    

16.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應付貨款

 — 應付第三方 33,544 67,233

 — 應付關連公司 16,062 5,551

向客戶收取之預收款項 18,946 12,002

應計款項 10,941 9,301
   

79,493 9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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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16.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按發票日期的應付貨款的賬齡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0至30日 41,060 29,094

31至60日 7,890 43,248

61至90日 574 442

90日以上 82 –
   

49,606 72,784
   

17. 承擔
(a) 經營租賃承擔 —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就土地及樓宇未來應付的最低租金開支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082 1,034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865 –
   

1,947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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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17. 承擔（續）
(b)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未就下列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擔作出撥備：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869 3,361
   

18. 關連方交易
(a) 與關連方進行交易

期╱年內所進行的關連方交易如下：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期間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金利合金製造工業（寧波）有限公司

  （「金利寧波」）的管理費 (i) 140 140
    

開支

 本集團自金利寧波購入貨品 (ii) 111,184 103,075

 已向Sonic Gold Limited支付的租金 (iii) 505 480
    

附註：

(i) 本集團根據與關連公司訂立的管理服務協議的條款，就本集團所提供的營運支援服務按固定服務月費向金利

寧波（本集團合營企業的全資附屬公司）收取管理費。

(ii) 本集團向金利寧波購買貨品，所付價格乃雙方按每單交易協定。

(iii) 本集團就董事宿舍向Sonic Gold Limited（由本公司董事陳婉珊女士控制之公司）支付由雙方協定的固定租賃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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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18. 關連方交易（續）
(b)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期間

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22,878 19,350

退休福利 — 退休金 291 234
   

23,169 19,584
   

(c) 關連方結餘
(i)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以港元計值，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ii)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貨款以人民幣計值，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相關買賣條款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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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整體業務表現
二零一三年，由於環球經濟面對持續重大不明朗因素及溫和增長，故經濟勢頭維持好壞參半。雖然美國的

持續量化寬鬆措施釋除市場部分疑慮，惟近期美國聯邦儲備局卻於失業困局中收緊量化寬鬆措施，逐步減

少增加買債，相關影響仍然有待確認。歐盟國家的主權債信貸舒緩預示全球經濟環境將持續改善。然而，

製造業仍然疲弱，而基建開支增長見頂，房屋建設亦放緩。

二零一三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度增長7.7%，與去年同速，並預測二零一四年年增長7.4%。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的工業產出按年升9.7%。相比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則有10%的增長。二零一三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按

年增加19.6%，二零一二年則增長20.6%。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按年下跌1.4%，原因為若干行業的製造產

能過剩令跌幅加劇，從而進一步削弱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油、鋼、鐵礦石的價格下跌均顯示商品及金屬

供應過剩。

於十二個月期間環球經濟狀況不明朗，金屬價格出現整體下跌的壓力，其中鋅（本集團之主要產品）及鎳價

格分別下跌約1.2%及18.5%，相比去年同期的收益約2,471,000,000港元，十二個月期間的收益下跌1.9%

至約2,424,000,000港元。本集團的銷售噸數由去年同期的128,382噸輕微上升0.71%至129,300噸。但本

集團成功採取多項措施提高毛利，縮減金屬價格的負面影響。因此，十二個月期間的毛利由去年同期約

51,900,000港元增加56.6%至約81,300,000港元。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於十二個月期間較去年同期

之29,700,000港元顯著收窄至2,200,000港元。

十二個月期間的分銷及銷售開支較去年同期輕微增加0.94%，與增加的銷售噸數成正比，而行政開支則增

加3.08%。

與去年同期比較，十二個月期間之其他收益下跌57.5%至3,4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香港的人民

幣資產產生的匯兌收益。該匯兌收益為本集團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計提之減值撥備所部分抵銷。融資收入淨

額主要來自收取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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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業務回顧
為中國及地區鋅合金行業的主導企業

作為金屬供應鏈管理公司的翹楚，利記為客戶提供獨有的黑色及有色金屬（尤其鋅合金）加工、採購及分銷

「一站式」綜合增值服務。利記在中國及地區鋅合金行業保持主導地位，服務約1,100名來自各行業的客戶，

分佈於大中華區、越南、印尼、泰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十二個月期間，本集團58.7%的收益來自玩具、

休閒用品、家庭用品（如電器及傢具）及禮品╱高檔產品的製造商。

業務遍及中國所有主要及增長中的製造業地區

利記於深圳、廣州和無錫等華南及華東主要製造業中心設置戰略營銷中心網絡，佔據穩固的市場地位。本

集團亦將業務拓展至中國西部地區，設立成都辦事處。中國西部已發展成為主要工業地區之一，辦事處可

捕捉擴展中的製造活動。

各銷售及分銷中心仍不斷擴充及加強利記與客戶的關係，確保本集團在艱難經濟環境下更易於把握日後增

長的商機。

十二個月期間，利記的中國銷售及分銷中心佔本集團收益總額約383,000,000港元或15.8%（去年同期：

329,000,000港元或13.3%）。收益的84.2%（去年同期：86.7%）來自本集團的香港總銷售物流中心，該中

心仍為中國進口鋅及其他有色金屬的主要渠道。

與供應商的穩定關係

利記與全球多個世界級有色金屬供應商保持長期良好的合作，在市場獨佔鰲頭。所有供應商必須遵守生產

標準、作業流程和質量監控的嚴格規定，確保本集團的產品達至國際高質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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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配套業務擴大收益來源更使本集團產品與眾不同

利記參與多種上下游業務，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因而在主要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從而增加利潤率、擴

大收益來源及保持市場份額。

利業金屬有限公司（「利業」）為本集團的全資不銹鋼加工及分銷附屬公司，為本集團提供額外收益。利業以
利記的香港大埔科技及物流中心為根據地，在中國及香港經營業務，十二個月期間售出約4,590噸不銹鋼（去

年同期：3,740噸），錄得約87,700,000港元的收益（去年同期：76,000,000港元）。

金利合金製造工業（寧波）有限公司（「金利寧波」）為本集團擁有50%權益的鋅合金製造合營企業。金利寧波

於十二個月期間生產約13,350噸鋅合金（去年同期：11,140噸），為本集團貢獻純利約1,900,000港元（去

年同期：淨虧損約2,170,000港元）。

利保金屬檢測中心有限公司（「利保」）為利記的全資金屬檢測附屬公司，獲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利保
與本集團內部技術支援及品質保證相輔相成，提供化學測試和品質鑑定服務，協助本集團客戶解決生產缺

陷、減低生產成本及降低產品召回和訴訟的風險，為彼等提供大量增值服務。本集團旨在借助利保提高客

戶的忠誠度，從而對本集團的長期收益來源作出貢獻。

成為倫敦金屬交易所（「倫敦金屬交易所」）準交易會員
利記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已成為全球頂級工業金屬交易平台倫敦金屬交易所之第五類準交

易會員。利記將憑藉此獨特地位進一步鞏固其網絡，以及透過金屬市場上的最新資訊，持續豐富其行業專

業知識。

前景
儘管外部宏觀經濟狀況仍然複雜，但不明朗因素亦創造了機會。

預期美國將會恢復溫和增長，惟某程度上，美國復甦將受制於失業困局及銀行業界的財務考驗。而歐洲的

經濟萎縮將持續趨於穩定，如希臘及意大利等國家以發行新主權債券測試市場反應，並藉以修補其疲弱的

國內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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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儘管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的工廠產量增加及投資支出放緩，以致中國經濟增長於二零一三年最後一季放緩，

預期中國經濟於二零一四年將維持穩定。中國政府嘗試將其投資主導經濟轉型為國內消費主導增長以維持

就業，與此同時，由於國有銀行壞賬囤積的情況引起關注，政策制定者亦忙於控制財務危機及嚴控信貸增

長。

在中國，隨著對生活質素具有高要求的中產階層興起，加上加速的城鎮化建設，利記管理層滿懷信心，利

記高質素產品將在高端品質市場佔一席位，並令整個東南亞基礎設施升級。

憑藉利記穩健的財務狀況，本集團過去順利渡過經濟危機並將繼往開來。為了把握需求回升的機會，本集

團將繼續精簡業務，因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調整產品組合及借助增值服務大幅提高本集團的整體利潤率。

管理層亦會審慎探索潛在新機會以提高本集團明年的盈利能力。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商品價格風險
（作比較之去年同期財務數字經已重列）

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資源、銀行借貸及股東資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擁有無限制現金及銀行結餘約272,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2,000,000港元），銀行

借貸則約為168,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90,000港元）。有關借貸屬短期性質，大部

分以美元計值，按市場利率計息。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借貸總額相對權

益總額）為15.1%（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2%）。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為

513%（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0%）。

本公司已就若干附屬公司獲取約643,000,000港元之一般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約657,000,000港元之擔保。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銀行融資額中已動用約168,000,000港元。

本集團參考市況時常評估及監控所承擔之金屬價格風險。為了有效地控制風險及利用價格走勢，本集團管

理層將會在二零一四年採用適當的經營策略。

本集團的匯兌風險主要來自港元、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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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十二個月期間派付中期股息（去年同期：無）。

僱員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約170名僱員。該等僱員的薪酬、升遷及薪金考核乃根據其職

責、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現行行業常規評估。本集團薪酬待遇的主要部分包括基本薪金及（如適用）其他

津貼、獎勵花紅，以及本集團向強制性公積金（或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作出的供款。其他福利包括根據

購股權計劃已經或將要授出的購股權，以及培訓計劃。於十二個月期間，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

44,000,000港元（去年同期：42,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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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及╱或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依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52條之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載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之規定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已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者，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賦予之涵義）之股

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擁有權益之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之概約百分比

    

陳伯中先生（附註1） 全權信託之創立人 600,000,000 72.40%

馬笑桃女士（附註2） 信託之受益人 600,000,000 72.40%

陳婉珊女士（附註3） 信託之受益人 600,000,000 72.40%

附註：

1. 該600,000,000股股份由Gold Alliance Global Services Limited（「GAGSL」）持有，Gold Allianc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Limited（「GAIML」）持有該公司全部股本，而GAIML則由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HSBC Trustee」）作為陳伯
中家族信託之受託人持有。陳伯中家族信託乃由陳伯中先生作為信託創立人及HSBC Trustee作為受託人於二零零六年三
月六日成立之不可撤銷全權信託，其受益對象包括馬笑桃女士及陳伯中先生其他家族成員。陳伯中先生為陳伯中家族信

託之信託創立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GAGSL所持60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由於陳伯中先生之配偶兼執行董事馬笑桃女士為陳伯中家族信託之受益對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GAGSL
所持60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由於陳伯中先生之女兒（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陳婉珊女士為陳伯中家族信託之受益對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

為於GAGSL所持60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十八歲

之子女）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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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或淡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之規定所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載，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獲知會下列主要股東之權益及淡倉，即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此等權益並無計入上

文所披露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權益內。

股東姓名 身份
擁有權益之
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之概約百分比

    

Gold Alliance Global Service Limited 註冊擁有人 600,000,000 72.40%

Gold Allianc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Limited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600,000,000 72.40%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受託人 600,000,000 72.40%

附註：

GAIML持有GAGSL全部股本，而GAIML則由HSBC Trustee作為陳伯中家族信託之受託人身份持有。陳伯中家族信託乃由陳伯
中先生作為信託創立人及HSBC Trustee作為受託人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六日成立之不可撤銷全權信託，其受益對象包括馬笑桃
女士及陳伯中先生之其他家族成員。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包括彼等之配偶及未滿十八歲之

子女）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所存置之登記冊記錄，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亦採納購股權計劃。自採納日期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概無根據該述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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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十二個月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披露資料
鍾維國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起辭任福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現稱「綜合環保集團有

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偉國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摩根富林明匯建（亞洲）有限公司執行董事，並自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起

出任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旗下山東高速產業基金之董事總經理。

企業管治
就董事所知及所信，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

守則條文規定，並不知悉於十二個月期間有任何不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條文之情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

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有董事於十二個月期間不遵守標準守則之情況。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陳伯中
香港，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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