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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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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偉國

何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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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偉國

何貴清

薪酬委員會

何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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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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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本公司法律顧問

香港法例：

郭葉陳律師事務所

香港

皇后大道中9號

21樓2103–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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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網站

www.leekeegroup.com

股份代號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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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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利記」或「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或「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比較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1,272,548 1,273,378

銷售成本 (1,304,885) (1,182,715)

（毛損）╱毛利 (32,337) 90,663

其他收入 1,356 587

分銷及銷售開支 (13,087) (9,928)

行政開支 (39,967) (36,89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5,462) 4,055

經營（虧損）╱溢利 6 (89,497) 48,482

融資收入 225 2,176

融資成本 (3,200) (2,603)

融資成本，淨額 7 (2,975) (427)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 875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92,472) 48,930

所得稅開支 8 (1,668) (7,888)

期內（虧損）╱溢利 (94,140) 41,042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4,140) 41,042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港仙） 9 (11.36) 4.95

 — 攤薄（港仙） 9 (11.36) 4.95

第9頁至第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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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94,140) 41,042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已重新分類或可能其後重新分類至收益表的項目

 匯兌差額 (3,985) 1,059

 分佔合營企業其他全面收益 — 23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估儲備之變動 (1,432) 18,569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5,417) 19,863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99,557) 60,90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99,557) 60,905

第9頁至第26頁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0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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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8 20,33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50,585 52,283

 投資物業 13 50,419 —

 遞延所得稅資產 2,552 2,77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4 26,477 31,951

 投資物業預付款項 — 13,029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111 1,172

150,162 121,535

流動資產

 存貨 834,202 1,144,633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190,361 195,473

 可收回所得稅 828 867

 衍生金融工具 2,923 2,29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0,006 131,058

1,178,320 1,474,327

總資產 1,328,482 1,595,86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82,875 82,875

 股份溢價 16 470,429 478,717

 其他儲備 480,987 580,544

總權益 1,034,291 1,142,136



05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287 2,106

 其他非流動負債 2,842 1,679

5,129 3,785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7 25,969 38,222

 銀行借貸 18 257,614 405,187

 應繳所得稅 923 496

 衍生金融工具 4,556 6,036

289,062 449,941

總負債 294,191 453,726

總權益及負債 1,328,482 1,595,862

流動資產淨值 889,258 1,024,38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39,420 1,145,921

第9頁至第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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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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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82,875 478,717 580,544 1,142,136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

　全面虧損總額 — — (99,557) (99,557)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直接於權益確認：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支付

　 　有關二零一五年三月之股息 — (8,288) — (8,288)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82,875 470,429 480,987 1,034,291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82,875 495,293 543,329 1,121,497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之全面收益總額 — — 60,905 60,905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直接於權益確認：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支付

   有關二零一四年三月之股息 — (8,288) — (8,288)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82,875 487,005 604,234 1,174,114

第9頁至第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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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營運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09,762 (66,587)

 已付其他銀行借貸利息 (3,031) (2,398)

 已付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805) (2,072)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05,926 (71,057)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226 2,176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 (5,19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04 220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10,435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2,126) (3,012)

 收購投資物業 (37,390)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8,751) (5,80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已付股息 (8,288) (8,288)

 新增銀行借貸 657,253 647,791

 償還銀行借貸 (804,826) (475,330)

 已付按揭貸款利息 (169) —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56,030) 164,17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21,145 87,309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1,058 241,44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匯兌（虧損）╱收益 (2,197) 2,724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0,006 33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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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包括：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8,931 331,478

代客戶持有之現金 1,075 —

150,006 331,478

第9頁至第26頁的附註為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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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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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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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除另有註明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五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董事會獲准刊發。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經審閱但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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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1 持續經營基準

本集團以其營運所得現金及銀行融資應付其日常營運資金所需。現時的經濟狀況繼續造成不明朗

因素，尤其是關於在可見未來：(a)對本集團產品需求的水平；及 (b)是否取得銀行融資。經計及貿易

表現的合理可能變動後，本集團的預測及估計顯示本集團應有能力以其現時的資源及融資水平經

營。經作出查詢後，董事合理地預期本集團於可見未來具備充足的資源以持續經營。因此，本集團

於編製其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繼續採用持續經營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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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2. 編製基準（續）

2.2 會計政策

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如該等年度財

務報表所述）一致。與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相關之投資物業會計政策如下︰

主要由租賃土地及樓宇組成的投資物業乃持作產生長遠租金收益或作資本升值（或兩者兼備），且並

非由本集團佔用。投資物業初步按成本（包括相關交易成本及（倘適用）借貸成本）計量。於初始確認

後，投資物業按公平值列賬，相當於每個報告日期釐定之公開市場價值。公平值乃根據活躍市場價

格計算，如有需要則就特定資產的性質、地點或狀況的任何差異作出調整。倘無法獲得此等資料，

本集團會採用其他估值方法，例如活躍度較低市場的近期價格或貼現現金流量預測。公平值變動於

綜合收益表記賬，作為「其他（虧損）╱收入，淨額」之估值收益或虧損的一部分。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並無重大影

響。

中期期間所得稅乃採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

概無其他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經修訂準則或詮釋預期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

3.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須管理層作出會影響會計政策應用及申報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數額的判斷、估計

及假設。實際結果或會與該等估計有所差別。

於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對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及估計不確定因素的主要來源之重

大判斷均與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11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4. 財務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

4.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的活動面對不同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貨幣風險、公平值利率風險、現金流利率風險及

價格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包括所有須載入年度財務報表的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露事項，且應

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自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本集團之風險管理政策概無任何變動。

4.2 流動資金風險

與年末相比，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金融負債之合約非貼現現金流出概無重大變動（額外按揭

貸款18,206,000港元除外）。就此按揭貸款，本集團預期合約非貼現現金流出約1,440,000港元將於1

年內結付、1,440,000港元將於1至2年內結付、4,319,000港元將於3至5年內結付及13,796,000港元

將於5年後結付。由於此按揭貸款協議載有可於銀行全權酌情下行使之按要求償還條款，於二零一

五年九月三十日，餘額18,206,000港元已分類為流動負債（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零）。

4.3 公平值估計

下表分析以估值法計算為按公平值入賬的金融工具。不同層級之定義如下：

‧ 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第1級）。

‧ 並非納入第1級之報價，惟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源自價格）觀察之資產或負債之輸入值

（第2級）。

‧ 並非依據可觀察之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之輸入值（即不可觀察輸入值）（第3級）。

有關以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披露，請參閱附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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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4. 財務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續）

4.3 公平值估計（續）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負債：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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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衍生金融工具 — 2,923 — 2,92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上市證券 26,477 — — 26,477
 — 非上巿投資 — — — —

26,477 2,923 — 29,400

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 4,556 — 4,556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負債：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衍生金融工具 — 2,296 — 2,29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上市證券 31,951 — — 31,951

 — 非上巿投資 — — — —

31,951 2,296 — 34,247

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 6,036 — 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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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4. 財務風險管理及金融工具（續）

4.3 公平值估計（續）

於活躍市場買賣的金融工具（如公開買賣衍生工具，以及交易及可供出售證券）的公平值乃基於財

務狀況表日期的市場報價計算。本集團所持金融資產採用的市場報價為當時買盤價。該等工具納入

第1級內。

並無於活躍市場買賣的金融工具（例如場外衍生工具）公平值乃運用估值技術釐定。此等估值技術

盡量利用可得的可觀察市場數據，盡量少依賴實體的特定估計。倘計算一工具的公平值所需的所有

重大輸入值為可觀察數據，則該工具將列入第2級。

第1級與第2級公平值等級分類間並無金融資產及負債的轉撥。

下列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銀行結餘及現金

‧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銀行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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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以及其他電鍍化工產品。以下

為於期內確認的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貨品銷售 1,272,548 1,27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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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5.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營運總決策人即本集團之最高級行政人員（包括執行董事、行政總裁、首席營運官及財務總監），彼等審

閱本集團內部申報以評估表現、分配資源及制定策略決策。

營運總決策人主要按反映本集團實體之主要營運地點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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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台灣 (ii)中國大陸。兩個營運分部代表不同類型金屬產品之買賣。

(a) 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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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收益，淨額、融資成本，淨額及分佔合營企業溢利之影響，作為評估營運分部之表現準

則。

截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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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及台灣 896,607 (91,422) 973,602 34,571

中國大陸 375,941 6,031 299,776 9,269

1,272,548 (85,391) 1,273,378 4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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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5.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a) 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按申報分部劃分之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的分析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香港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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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279 240,203 1,328,482

分部負債 195,391 98,800 294,191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香港及台灣 中國大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1,372,740 223,122 1,595,862

分部負債 308,639 145,087 453,726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16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5.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業績之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業績總額 (85,391) 43,840

其他收入 1,356 587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5,462) 4,055

融資成本，淨額 (2,975) (427)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 875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92,472) 48,930

6. 經營（虧損）╱溢利

下列各項已於期內經營（虧損）╱溢利中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539 3,483

租賃土地攤銷 285 219

出售存貨成本 1,254,094 1,170,054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收益 (6,39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100) (220)

金屬期貨買賣合約的已變現虧損╱（收益） 11,496 (2,494)

金屬期貨買賣合約的未變現（收益）╱虧損 (1,944) 1,85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8,394 24,794

存貨減值撥備 50,791 12,661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877 (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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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7. 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225 2,176

短期銀行借貸利息 (3,031) (2,603)

按揭貸款利息 (169) —

融資成本，淨額 (2,975)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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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16.5%）計算撥備。來自中國大陸業務之

溢利的所得稅已按25%（二零一四年：25%）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54) (5,332)

 —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1,214) (2,072)

遞延所得稅 (400) (56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85

所得稅開支 (1,668) (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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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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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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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40) 4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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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 4.95

(b) 攤薄

由於期內並無發行在外的具有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二零一四年：無），故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10.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相關股息為8,288,000港元，其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派付（二零一

四年：8,288,000港元）。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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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1. 租賃土地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 20,330
攤銷 (285)
匯兌差額 (27)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期末賬面淨值 20,018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 14,567

攤銷 (219)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的期末賬面淨值 1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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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 52,283
匯兌差額 (342)
添置 3,187
出售 (4)
折舊 (4,539)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期末賬面淨值 50,585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的期初賬面淨值 35,336

匯兌差額 10

添置 3,012

折舊 (3,483)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的期末賬面淨值 3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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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3. 投資物業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期初 — —

添置 50,419 —

重估 — —

於期末 50,419 —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估值乃由董事按公開市值為基準進行。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按下列方法計量之公平值

公平值層級

相同資產於
活躍市場中的

報價
（第1級）

其他可觀察
重要輸入值
（第2級）

不可觀察
重要輸入值
（第3級）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投資物業 — 50,419 —

本集團政策為於導致轉撥的事件或情況改變的日期確認公平值層級的轉入及轉出。於本期間內，第1、2

及3級間並無轉撥。

已落成投資物業的第2級公平值一般使用銷售比較法得出。附近的類似物業的銷售價已就主要特性（例如

物業面積）作出調整。此估值方法最重要的輸入值為每平方尺價格。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總賬面價值為50,41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無）之投資物業已

被質押作為本集團提取按揭貸款之抵押（附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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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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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77 31,951

 — 非上市有限合夥公司 — —

26,477 31,951

於香港上市之股權證券之投資以港元計值，而於非上市有限合夥公司之投資則以英磅計值。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於非上市有限合夥公司之投資7,046,000港元已作

出全數減值，原因是管理層評估該金額因被投資公司經歷財政困難而預期無法收回。

15.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扣減撥備後之應收貨款（附註 (a)） 140,181 149,162

向供應商支付之預付款項 34,875 27,410

按金 1,453 1,338

其他應收款項 13,852 17,563

190,361 19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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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5.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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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03,896 135,894

31至60日 23,734 6,351

61至90日 8,800 3,773

90日以上 3,751 3,144

140,181 149,162

16. 股本及股份溢價

普通股數目 面值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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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28,750,000 82,875 470,429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828,750,000 82,875 47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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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7.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貨款 1,838 12,132

向客戶收取之預收款項 10,634 9,231

應計支出 13,497 16,516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之其他款項（附註20(b)） — 343

25,969 38,222

應付貨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792 11,425

31至60日 26 686

60日以上 20 21

1,838 12,132

18. 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本集團取得18,652,000港元以港元計值之按揭貸款，按一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利

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利率」）加1.75%與港元最優惠利率減3.1%之較低者按年計息，以收購若干香港物

業。該等物業以按揭貸款抵押，並計入本集團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五年九月

三十日之賬面淨值為50,41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零）。由於此按揭貸款協議載有可於銀

行全權酌情下行使之按要求償還條款，餘額已分類為流動負債。

所有餘下銀行借貸已由本公司給予之公司擔保作抵押，且須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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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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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857 1,829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05 776

1,962 2,605

(b)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就物業、廠房及設備未產生的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授權但未訂約： — —

已訂約但未撥備： 854 3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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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20. 關連方交易

(a) 與關連方進行交易

期內所進行的關連方交易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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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

開支

 自金利寧波購入貨品 (ii) — 43,023

 已向Sonic Gold Limited支付的租金 (iii) 27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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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收取管理費。金利寧波為德榮（英屬維爾京群島）有限公司（「GRTL」）之全資附屬公司，其於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本集團之合營企業。於二零一五年十月，本集團完成收購於GRTL的餘下權益（「收購事

項」）。於收購事項後，所收取之管理費為集團內交易並於綜合財務報表中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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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收購事項後，購入貨品為集團內交易並於綜合

財務報表中消除。

(iii) 本集團就董事宿舍向Sonic Gold Limited（由本公司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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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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續）

20. 關連方交易（續）

(b) 與關連公司的結餘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的其他款項

 利成有限公司 — 343

利成有限公司（「MWL」）為受本公司執行董事陳伯中先生控制之公司。餘額代表由MWL代表本集團

支付之報銷開支。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餘額已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償還。

(c)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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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1 8,389

退休福利 — 退休金 63 63

9,114 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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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

整體業務表現

財務表現

利記在中期經歷了嚴峻的外來挑戰，期內全球商品價格大幅下跌，加上中國經濟進一步放緩，令本集團的營

商環境急劇惡化。

本集團於中期的收益為1,273,000,000港元，較去年比較期間減少0.07%。儘管面對中國經濟放緩及商品價格低

迷所帶來的影響，本集團於六個月期間的銷售噸數仍較去年比較期間增加2.70%至65,800噸。

本集團於六個月期間錄得毛損32,300,000港元及毛損率2.54%，而去年比較期間的毛利為90,700,000港元及毛

利率為7.12%。此乃主要由於金屬價格持續下降，特別是期末鋅價大幅下跌後存貨減值撥備增加，以致對盈利

能力造成負面影響。就六個月期間作出之撥備為50,800,000港元（比較期間︰12,700,000港元）。

本集團於六個月期間錄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94,100,000港元，而去年比較期間則錄得溢利41,000,000

港元。

於六個月期間，鋅（利記的主要產品）及鎳的全球價格極為波動。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五月

初，鋅及鎳於倫敦金屬交易所的價格均穩定上升：分別由每噸2,069美元上升16.2%至每噸2,405美元，以及由

每噸12,330美元上升16.9%至每噸14,415美元。然而，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初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兩種金

屬的價格均大幅下滑，鋅於倫敦金屬交易所的價格由每噸2,405美元下跌31.1%至每噸1,657美元。同期，鎳於

倫敦金屬交易所的價格由每噸14,415美元下跌30.1%至每噸10,070美元。中國國內鋅價及鎳價跟隨類似走勢，

於上海期貨交易所買賣的鋅價由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的每噸人民幣15,870元跌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每

噸人民幣13,820元。

於六個月期間，分銷及銷售開支為13,100,000港元，較去年比較期間增加31.8%。增加主要由於中國內陸地區

的付運量增加，產生更高付運成本。

本集團於六個月期間的行政開支較比較期間增加8.33%至40,000,000港元，其中涉及本集團將金利合金製造工

業（寧波）有限公司（「金利寧波」）的行政開支（當其於二零一四年十月被收購並成為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後）以

及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五月開辦的新商品期貨經紀服務悉數入賬。撇除該兩項新發展後，本集團於六個月期

間的現有業務行政開支實際較比較期間略為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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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於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亦由於金屬期貨合約產生虧損及人民幣貶值以致錄得其他虧損淨額5,460,000港元。該

等虧損部分因本集團於六個月期間決定出售一間上市公司之股份之部分權益而產生的一次性收入6,390,000港

元所抵銷。

本集團於六個月期間的融資成本增加22.9%至3,200,000港元，乃由於在銀行借款出現淨增加所致。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表維持穩健，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擁有銀行結餘及手頭現金150,0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佔據市場領導地位，為客戶提供金屬解決方案
利記為金屬行業提供解決方案的頂尖企業，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金屬材料及增值解決方案。自成立逾六十年

以來，憑藉創新、專業精神及覆蓋全球金屬行業的強大網絡建立良好信譽。

利記成為香港首間獲接納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屬交易平台—倫敦金屬交易所（「倫敦金屬交易所」）第5類準交易

會員的公司，躋身知名的金屬企業之列。加入此地位尊崇的行業機構為本集團持續實踐「創造價值」策略中的

一個里程碑，此策略於現時商品價格周期性下跌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致使本集團客戶調整其業務營運的情況

下更顯重要。

本集團於中期繼續拓展技術和顧問服務範圍及品牌金屬產品的供應，務求能更加切合其來自大中華及東盟地

區超過二十個行業的客戶需求。

於台中開設新的銷售辦事處
台中擁有許多中小型企業。本集團於台中開設新的銷售辦事處，進一步擴展其銷售及分銷中心網絡。

新銷售辦事處有助本集團為處於該地區的客戶提供更佳服務，同時亦可擴大集團客戶群。台灣辦事處的設立

為本集團計劃於新興市場建立靈活且反應迅速的業務營運之一環。

加入新商品期貨經紀服務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於較早時授出進行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受規管活動

之牌照後，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利宏商品及期貨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推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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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新商品期貨經紀服務乃本集團為金屬業提供全面服務及解決方案的策略的最新例子。此服務亦使利記成為少

數同時擁有實貨金屬及經紀服務的金屬公司之一。

不斷增加產品及服務種類
利記專注於迎合鋅、鎳、鋁及不銹鋼終端用家的需求。於此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繼續將新品牌金屬產品加入至

其解決方案，以拓展新巿場及為不同市場分部創造價值。隨著材料的安全性、品質及可靠度愈來愈受關注，本

集團亦積極尋求在建造業的發展機遇。

其中，利記從全球供應商採購優質材料，當中部分的化學成份較國際標準更嚴格，有助利記的客戶滿足買家

日趨嚴格的要求，達至以更高效、低廢的方式生產質量更一致的產品。

先進的金屬檢測及卓越的顧問服務
利記的全資金屬檢測附屬公司利保金屬檢測中心有限公司（「利保」）提供的化學檢測及驗證服務的範疇不斷擴

大，以協助客戶符合其品質監控及資格認證的要求。利保的實地工程服務在材料工程、生產優化解決方案、工

序設計、品質監控及故障分析等範疇提供度身訂造的技術諮詢服務，進一步使利記從其他解決方案供應商中

脫穎而出，助本集團於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

利保於中期繼續拓展其客戶群，而當中的增長部分受其化學檢測及驗證服務愈來愈受歡迎所帶動。服務包括

提供化學成分測試及分析的增值服務予水喉潔具行業，以緩和近期公眾對銅喉、接駁與配件中的鉛及其他重

金屬含量之憂慮。

於全球金屬行業各部分增值
利記透過提供優質產品及創新服務，包括市場資訊、技術諮詢、合金訂製、品質支援及供應鏈管理，致力於在

生產過程中各階段協助客戶取得成功。利記繼續成為追求可靠性、卓越表現及優質供應的品牌持有人、生產

商、壓鑄商及其他金屬終端使用者的最佳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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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前景

短至中期內全球商品環境極度不明朗
全球金屬價格於中期內急劇下跌，導致若干高度舉債的採礦商被迫合併，有些甚至退出行業，由此證明部分

資源產業需要轉型。全球若干大型鋅礦如期關閉令供應方面有所限制，這會否為未來數月的價格帶來支持仍

有待觀察。

至於需求方面，環球市場對鋅及鎳的需求將繼續受制於中國（鋅的全球最大市場）經濟放緩以及美國及歐洲等

市場的不明朗經濟增長。

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全球鋅及鎳市場，並將因應改變而調整業務策略。

持續擴展環保金屬解決方案
全球對環保標準愈趨嚴格，將繼續促進環保金屬及增值服務的需求。利記於此領域的領導地位顯示其已作好

準備為客戶帶來真正價值。本集團將不斷擴展其產品及服務範疇，以把握此日益殷切的需求，從而增加市場

佔有率及收入來源。

提升價值鏈及推出經紀服務
本集團將繼續善用其增值服務，尤其是透過成立利宏商品及期貨有限公司，以進一步提升價值鏈以及向客戶

交叉銷售附加產品及服務。

嚴格控制成本及採購
由於營商環境極度不明朗，本集團將採取措施精簡其營運及金屬採購程序，以控制成本及保障利潤。

於其顧問團隊的協助下，本集團將審慎發掘潛力優厚的投資機會及新的業務流，以提高利記的市場佔有率，

把握新的增長機遇，並為股東帶來長期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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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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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銀行借貸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銀行

結餘約15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31,000,000港元），銀行借貸則約為258,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405,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本集團取得以港元計值之按揭貸款達

18,700,000港元，按一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加1.75%與港元最優惠利率減3.1%之

較低者按年計息。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該融資之尚未償還借款為18,2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零）。

其餘借貸均屬短期性質，大部分以美元及港元計值，按市場利率計息。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

本負債比率（借貸總額相對權益總額）為24.9%（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35.5%）。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408%（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328%）。

本公司已就若干附屬公司獲取約785,000,000港元之一般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約829,000,000港元之擔保。於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該銀行融資額中已動用約258,000,000港元。

本集團不時參考市況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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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層將會採用適當的經營策略及設定相應的存貨水平。

本集團的匯兌風險主要來自港元兌美元及人民幣之間的匯率波動。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中期派付中期股息。

僱員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190名僱員（比較期間：200名僱員，當中包括40名金利寧波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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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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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00,000港元（比較期間：24,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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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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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依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52條之規定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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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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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貴清先生（附註4） 配偶持有權益 50,000 0.006%

附註：

1. 該600,000,000股股份由Gold Alliance Global Services Limited（「GAGSL」）持有，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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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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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珊女士（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為陳伯中家族信託之受益對象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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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何貴清先生被視為於其配偶所持5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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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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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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須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載，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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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s Limited（「GAGSL」） 註冊擁有人 600,000,000 72.40%

Gold Allianc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Limited

 （「GAIML」）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600,000,000 72.40%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HSBC Trus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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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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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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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已失效）及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自

採納日期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直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根據該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中期內概無購買或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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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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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知悉於中期有任何不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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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不遵守標準守則之情況。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陳伯中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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