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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未經審核）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利記」或「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1,294,840 1,693,312
銷售成本 (1,276,559) (1,617,539)

    

毛利 18,281 75,773

其他收入 1,926 1,787
分銷及銷售開支 (9,027) (9,681)
行政開支 (37,840) (35,538)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17,069) 4,470

    

經營（虧損）╱溢利 6 (43,729) 36,811

融資成本 7 (3,468) (4,732)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47,197) 32,079

所得稅開支 8 (114) (5,489)
    

期內（虧損）╱溢利 (47,311) 26,590
    

下列人士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7,311) 26,001
 非控制性權益 — 589

    

(47,311) 26,59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的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及攤薄（港仙） 9 (5.71) 3.14
    

第7頁至第18頁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應佔期內（虧損）╱溢利之詳情載於附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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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47,311) 26,59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滙兌差額 (536) 1,09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估儲備之變動 10,369 2,18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9,833 3,276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37,478) 29,866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7,478) 29,277
 非控制性權益 — 589

   

(37,478) 29,866
   

第7頁至第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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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 11 15,861 16,1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47,900 53,564
 遞延所得稅資產 2,040 1,95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 23,926 26,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400 400

    

90,127 98,426
    

流動資產
 存貨 439,839 829,098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204,753 202,573
 可收回所得稅 9,948 9,948
 衍生金融工具 504 1,344
 銀行結餘及現金 572,998 446,579

    

總流動資產 1,228,042 1,489,542
    

總資產 1,318,169 1,587,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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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008 555,486

    

總權益 1,096,176 1,133,654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164 2,501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80,152 111,934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合營夥伴款項 63 128
 銀行借貸 137,853 338,194
 應繳所得稅 1,554 1,109
 衍生金融工具 207 448

    

219,829 451,813
    

總負債 221,993 454,314
    

總權益及負債 1,318,169 1,587,968
    

流動資產淨值 1,008,213 1,037,72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98,340 1,136,155
    

第7頁至第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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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329,766 (185,893)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418 (4,616)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199,985) (35,77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130,199 (226,28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匯兌（虧損）╱收益 (3,780) 4,996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46,579 602,628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72,998 381,33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572,998 381,339
   

第7頁至第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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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非控制性

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82,875 495,293 555,486 — 1,133,65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37,478) — (37,478)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82,875 495,293 518,008 — 1,096,176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82,875 495,293 613,554 1,300 1,193,02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29,277 589 29,866

已付股息 — — (12,431) — (12,43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82,875 495,293 630,400 1,889 1,210,457
      

第7頁至第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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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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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及其他電鍍化工產品。

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並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此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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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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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報方式。

3 會計政策
編製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披露 — 轉讓金
融資產」與本集團相關，並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會計期間強制採納。採納該修訂

本並無對本集團之中期財務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中期收入稅項採用預期適用於年度盈利總額的稅率累計。

以下相關新訂的準則及現有準則作出之修訂已經頒佈但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

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呈列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

 的年度改進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的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

 年度改進所載對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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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4 估計
編製此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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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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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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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出的重要判斷及估計不確

定因素的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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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及其他電鍍化工產品。以

下為於期內確認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貨品銷售 1,294,840 1,693,312
   

(a) 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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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1,013,907 (28,095) 1,395,679 31,057

中國大陸 280,933 (491) 297,633 (503)
     

1,294,840 (28,586) 1,693,312 3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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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表現、分配資源

及制定策略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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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營運分部買賣不同類型之金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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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5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a) 分部資料（續）

營運總決策人根據每個分部除所得稅開支前之業績為準則評估營運分部表現。每個呈交營運總決

策人之營運分部業績並不包括其他收入、其他（虧損）╱收益淨額及融資成本。

外來客戶收益已抵銷分部間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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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報告分部資產不包括租賃土地、物業、廠房及設備、遞延所得稅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物

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及衍生金融工具。可報告分部負債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負債及衍生金融工

具。該等資產及負債為總資產負債之對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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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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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分部資產 1,009,940 217,598 1,227,538

未分配資產 90,631
 

總資產 1,318,169
 

負債

分部負債 166,433 53,189 219,622

未分配負債 2,371
 

總負債 22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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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5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a) 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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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分部資產 1,234,939 253,259 1,488,198

未分配資產 99,770
 

總資產 1,587,968
 

負債

分部負債 258,484 192,881 451,365

未分配負債 2,949
 

總負債 454,314
 

(b) 分部業績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業務總額 (28,586) 30,554

其他收入 1,926 1,787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17,069) 4,470

融資成本 (3,468) (4,732)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47,197) 3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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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6 經營（虧損）╱溢利
下列各項已於期內於經營（虧損）╱溢利中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土地攤銷 232 225

銀行利息收入 (1,196) (1,378)

已售存貨成本 1,279,115 1,608,35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344 6,61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14

存貨（撥備回撥）╱撥備 (3,724) 7,006

衍生金融工具收益 (2,012) (2,14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12,856 —

滙兌虧損╱（收益）淨額 6,225 (2,335)
   

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以下項目的利息

信託收據貸款 2,261 3,556

短期銀行貸款 1,207 1,176
   

3,468 4,732
   

8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一年：16.5%）計算撥備。中國大陸業務產

生之溢利已按中國大陸（本集團的實體於此營運）部分地區的現行所得稅稅率，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

計算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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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8 所得稅開支（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541 5,257

 —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 128

遞延所得稅 (427) 104
   

所得稅開支 114 5,489
   

9 每股（虧損）╱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千港元） (47,311) 26,001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千計） 828,750 828,75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以每股港仙計） (5.71) 3.14
   

(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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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股數目。本公司發行一類潛在普通股，該等普通股為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予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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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帶的認購權貨幣價值作出計算。上述計算

的股份數目與假設行使購股權而發行的股份數目作比較。

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均無任何攤薄效應，故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

損）╱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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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10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的董事會會議上批准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為每股

1港仙，股息總額為8,287,000港元。有關中期股息已派付，並反映為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保留盈利之分配。

11 租賃土地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 16,100

匯兌差異 (7)

攤銷 (232)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期末賬面淨值 15,861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 16,522

匯兌差異 17

攤銷 (22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期末賬面淨值 16,314
  

本集團之租賃土地權益指預付經營租賃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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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 53,564

匯兌差異 (98)

添置 778

折舊 (6,34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期末賬面淨值 47,900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 59,672

匯兌差異 302

添置 6,713

折舊 (6,617)

出售 (16)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期末賬面淨值 60,054
  

1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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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權證券 17,141 22,854

 — 按公平值計算的非上市有限合夥公司 6,785 3,558
   

23,926 26,412
   

於香港上市的股權證券以港元計值，於非上市有限合夥公司的投資則以英鎊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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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14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扣減撥備後之應收貨款 151,257 150,930

向供應商支付之預付款項 12,543 6,842

按金 970 950

其他應收款項 39,983 43,851
   

204,753 202,573
   

本集團給予其客戶的信貸期由30日至90日不等。應收貨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19,746 106,331

31至60日 21,320 26,708

61至90日 3,450 6,677

90日以上 6,741 11,214
   

151,257 1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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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5 股本及股份溢價

普通股數目 面值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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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828,750,000 82,875 495,293

    

16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貨款 58,125 88,516
向客戶收取之預收款項 14,488 13,002
應計款項 7,539 10,416

   

80,152 111,934
   

應付貨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57,707 81,234
31至60日 418 6,996
90日以上 — 286

   

58,125 8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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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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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來應付的最低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465 1,310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53 790

   

1,518 2,100
   

(b)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尚未產生的資本開支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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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6,451 6,473
   

18 關連方交易
(a) 與關連方進行交易

期內進行下列關連方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已收金利合金製造工業（寧波）有限公司的管理費 (i) 39 39
    

開支

 向金利合金製造工業（寧波）有限公司購入貨品 (ii) 24,691 85,545
 已向Sonic Gold Limited支付的租金 (iii) 24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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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8 關連方交易（續）
(a) 與關連方進行交易（續）

(i) 本集團根據與關連公司所訂立管理服務協議的條款，就本集團按固定服務月費提供營運支援

服務向其共同控制實體之全資附屬公司金利合金製造工業（寧波）有限公司收取管理費。

(ii) 本集團向金利合金製造工業（寧波）有限公司購買貨品，所付價格乃雙方按每單交易協定。

(iii) 本集團已就董事宿舍向Sonic Gold Limited支付雙方所協定的定額租金，該公司由本公司董

事陳婉珊女士控制。

(b)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10,106 9,981

退休福利 — 退休金 108 108
   

10,214 1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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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整體業務表現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希臘接受債券重組及西班牙請求300億歐元的銀行援助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加深。

同時，美國的經濟復甦進展緩慢，期內的失業率仍遠超8%。

該等因素促使中國製產品的全球需求下跌，出口增長由五月的15.3%下降至六月的11.3%，導致眾多中國

製造商減產，令中國官方製造採購指數由五月的50.4跌至六月的50.2。現時經濟環境亦使很多中小企製造

商難以取得信貸，令製造業更為不景氣。

大部分的基本金屬（特別是本集團的主要產品鋅）價格因而下降，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由每噸2,365美元跌

約20.6%至每噸1,878美元，並於中期內出現波動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倫敦金屬交易所的收市價

為每噸1,877美元。鎳、銅及鋁價於中期內分別下跌近11%、1%及8%。

金屬價格下跌、出口需求放緩加上製造業訂單接連減少，對利記的中期表現構成重大影響。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收益下跌23.5%至約1,295,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的收益則約為1,693,000,000港

元。本集團的銷售噸數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76,320噸下跌約15.6%至64,400噸。毛利由去年上半年約

75,800,000港元跌至中期約18,300,000港元，主要由於中期的收益及銷售噸數減少，以及本集團存貨價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應鋅價下跌而作出之撇減所致。

由於銷售噸數下跌，期內的分銷及銷售開支較去年同期減少6.8%，而行政開支相對穩定，上升6.5%。鑒

於本年度上半年中國人民幣兌港元下跌0.9%，導致本集團就香港的人民幣資產及集團內部交易賬戶錄得約

4,000,000港元的滙兌虧損。本集團亦就其投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股份錄得約12,900,000

港元的減值虧損。

本集團於本年度上半年錄得約47,300,000港元虧損，而去年同期則有約26,000,000港元的溢利，該等虧損

令本公司股權持有人的應佔溢利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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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中國及地區鋅合金行業的主導公司

利記為金屬供應鏈管理公司的翹楚，具備專業知識，積累多年經驗，為客戶提供獨有的一站式黑色金屬及

有色金屬（尤其鋅合金）之加工、採購及分銷供應鏈管理服務。

儘管本年度上半年營商環境挑戰重重，利記仍為中國及地區鋅合金行業的主導公司，約有1,290名客戶分

佈於大中華區、越南、印尼、泰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地。本集團超過60%的收益來自玩具、休閒用品、

家庭產品（如電器及傢具）及禮品╱優質產品的製造商。

積極於所有主要及增長中的生產中心佈局

利記積極拓展於大中華區的地域覆蓋面，確保在所有主要工業中心均設置據點。利記一直於華南及華東（無

錫、深圳和廣州）的主要生產樞紐設置戰略營銷中心網絡，並配合中國政府的「西部大開發」政策進一步將

業務伸延至中國西部地區，於成都開設一間辦事處。

儘管期內需求疲弱，各中心仍繼續擴展及加強利記與客戶的關係，確保本集團處於把握日後增長機會的優

勢。

本年度首六個月內，利記的中國營銷中心佔本集團收益總額約281,000,000港元，即21.7%（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297,000,000港元或17.6%）。收益的78.3%（二零一一年上半年：82.4%）來自本集團的香港總銷售

物流中心，該中心仍為鋅及其他有色金屬進口中國的主要渠道。

與供應商的穩定關係

利記與全球多個有色金屬供應商保持長期良好的關係，以保障利記的產品質量，並保持穩定的供應商基礎，

確保本集團可繼續獨佔鰲頭。所有供應商必須遵守生產管理、作業流程和質量監控的嚴格規定，以保證本

集團的產品達至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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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業務增長提高收益的多元化

利記近年亦致力於發展上游及下游業務，增加利潤率及拓寬收益來源。

利保金屬檢測中心有限公司（「利保」）為利記的全資物料測試附屬公司，提供內部技術支援、品質保證、化

學測試和認證。利保逐漸向原材料生產商、產品製造商、買家及終端客戶等客戶提供該等服務，以助他們

解決生產缺陷、減低生產成本及產品回收和訴訟的風險。利保亦為本集團提供額外的收益來源及較高的利

潤率，且獲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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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利記在香港的大埔科技及物

流中心，為本集團提供額外的收益來源。藉着中國及香港的業務，利業於本年度上半年出售約1,830噸不

銹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2,590噸），帶來約38,700,000港元的收益（二零一一年上半年：57,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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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本集團提供另一較便宜的鋅合金來源，及提高本集團的利潤率。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金利寧波生產約

5,480噸鋅合金（二零一一年上半年：8,060噸），為本集團帶來約23,500,000港元的收益（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27,900,000港元）。

前景
歐洲經濟低迷加劇可能進一步打擊本年度下半年的中國出口需求。然而，中國政府最近採取財政及貨幣措

施（包括中國人民銀行最近的減息）支持國內經濟，或可緩和金屬價格的進一步下跌。

儘管出現種種挑戰，由於人口稠密的發展中經濟體（特別是中國）持續經歷工業化及人口變化，利記產品的

長期需求在一般情況下將會維持強勁。

為審慎把握機會，利記將繼續積極促進業務發展並打進主要地區，例如中國東部及西部。利記亦將致力進

一步精簡業務及加強成本控制措施，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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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商品價格風險
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資源、銀行借貸及股東注資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無限制現金及銀行結餘約573,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7,000,000港元），銀行借貸則

約為138,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8,000,000港元）。有關借貸屬短期性質，大部分以

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按市場利率計息，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借貸總額相對權

益總額）為12.6%（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8%）。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為

558.6%（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9.7%）。

本公司已就其若干附屬公司獲取約1,426,000,000港元之一般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約1,481,000,000港元

之擔保。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有關銀行融資額中已動用約138,000,000港元。

本集團不斷因應市況評估及監控就金屬價格所承擔之風險。本集團管理層將會在二零一二年餘下期間採取

適當營運策略，以有效控制所承擔之風險及掌握價格走勢。

本集團的滙兌風險主要來自港元、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換算。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中期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每股1港仙）。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170名僱員，另本集團擁有50%權益之合營企業金利寧波僱用約

30名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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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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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或將予授出的購股權，以及培訓計

劃。於中期內，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1,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20,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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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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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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擁有權益之
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之概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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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人 600,000,000 72.40%

陳婉珊女士（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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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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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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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本公司之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股本衍生工具說明 相關股份數目
    

陳伯中先生（附註）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 1,599,994

家族權益 購股權 1,313,332

馬笑桃女士（附註）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 1,313,332

家族權益 購股權 1,599,994

陳婉珊女士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 933,332

附註：

陳伯中先生及馬笑桃女士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分別獲授購股權以認購1,599,994股及1,313,332股股份。馬
笑桃女士為陳伯中先生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陳伯中先生被視為於馬笑桃女士獲授之購股權中
擁有權益，而馬笑桃女士被視為於陳伯中先生獲授之購股權中擁有權益。

董事根據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採納的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於二

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獲授購股權，可按行使價每股2.136港元認購股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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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擁有權益，或已獲授或行使任何可認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或認股權證

或債券，如適用）之權利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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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載，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

司已獲知會下列主要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及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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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名稱 身份
擁有權益之
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之概約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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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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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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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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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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在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向23名參與者（包括3

名董事及20名本集團僱員）授出可按認購價每股2.136港元認購合共7,026,556股本公司股份（相當於本公

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0.84%）之購股權尚未行使。在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規限下，各承授人

的購股權須按下列時間表行使：

可行使購股權的最高百分比 行使購股權有關百分比的期間
  

任何承授人獲授的購股權總數33% 由二零零七年十月四日（「上市日期」）起計首周年屆滿直至

 上市日期第四周年的最後一日（包括首尾兩日）

任何承授人獲授的購股權總數33% 由上市日期起計第二周年屆滿直至上市日期第五周年的

 最後一日（包括首尾兩日）

任何承授人獲授的購股權總數34% 由上市日期起計第三周年屆滿直至上市日期第六周年的

 最後一日（包括首尾兩日）

下列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項下購股權於中期尚未行使：

相關股份數目

參與者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於期內行使╱
註銷╱失效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 3,846,658 — 3,846,658

本集團僱員 3,179,898 — 3,179,898
    

合計 7,026,556 — 7,026,556
    

此外，本公司亦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自採納日期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概無根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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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內概無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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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執行董事（即陳伯中先生、陳婉珊女士及馬笑桃女士）之年度酬金（包括年度基本薪金及其他津貼（如有））

分別由4,560,000港元、2,400,000港元及2,160,000港元修訂為4,740,000港元、2,496,000港元及2,244,000

港元，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彼等享有由董事會薪酬委員會釐定之酌情管理花紅之權利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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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有效至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及企業管治守則（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所載的守則條文規定，並不知悉於中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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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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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內不遵守標準守則之情況。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陳伯中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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