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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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
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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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37）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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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
連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相對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2,433,980  4,127,696

銷售成本  (2,216,534 ) (4,027,405 )    

毛利  217,446  100,291

其他收入 4 3,915  16,642

分銷及銷售開支  (13,923 ) (21,357 )

行政開支  (81,096 ) (86,184 )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690 ) 355    

經營溢利  125,652  9,747

融資成本 5 (2,451 ) (12,045 )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6 123,201  (2,298 )

所得稅開支 7 (16,178 ) (3,066 )    

年內溢利╱（虧損）  107,023  (5,364 )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06,940  60

少數股東權益  83  (5,424 )    

  107,023  (5,364 )    
年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的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港仙）  12.90  0.01    

股息 9 95,306  6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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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虧損） 107,023  (5,364 )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717  2,07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儲備之變動 2,524  (2,524 )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3,241  (446 )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10,264  (5,810 )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10,122  (662 )
 少數股東權益 142  (5,148 )    

 110,264  (5,810 )    



– 3 –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  48,412  45,071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227  73,695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4  19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380  6,581
 租賃土地預付款項  3,071  3,06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  321    

  131,264  128,923    

流動資產
 存貨  626,041  221,615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02,429  131,288
 可收回所得稅  280  10,798
 銀行結餘及現金  715,387  864,147    

  1,544,137  1,227,848        

總資產  1,675,401  1,356,77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82,875  82,875
 股份溢價  495,293  495,293
 其他儲備  558,781  541,010
 擬派股息  87,019  58,013    

  1,223,968  1,177,191

少數股東權益  24,709  24,567    

總權益  1,248,677  1,201,75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52  2,203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24,945  72,607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合營
 夥伴款項  561  292
 銀行借貸  279,515  74,206
 應繳所得稅  13,051  5
 應付少數股東權益款項  5,700  5,700    

  423,772  152,810    

總負債  426,724  155,013        

總權益及負債  1,675,401  1,356,771    

流動資產淨值  1,120,365  1,075,03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51,629  1,20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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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及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以及相關附註1至11節錄自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編
製。除非另行說明，否則該等政策已於兩個呈報年度內獲得貫徹應用。綜合財務報表乃
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已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之
重估而作出修訂。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以下新訂或經修訂的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作出之修訂與本集團營運有關，且必須於截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採用。採納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年度及以
往年度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不構成重大影響，亦不會引致本集團會計政策上的任何重大
轉變。然而，本集團會採納若干呈列及披露之轉變以符合以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報」：經修訂之準則禁止於權益變動
表呈列收入及開支項目（即「非擁有人權益變動」），並規定「非擁有人權益變動」須與
擁有人權益變動分開呈列。因此，本集團於綜合權益變動表呈列全部擁有人權益變
動，而全部非擁有人權益變動則呈列於綜合全面收益表。實體可選擇是否呈列一份
業績報表（全面收益表）或兩份業績報表（收益表及全面收益表）。本集團已選擇呈列
兩份報表。比較資料亦已重新呈列，以符合經修訂準則。由於會計政策變動僅對呈
列方面構成影響，故並無影響每股盈利。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
第14號，「分部報告」。該準則要求根據「管理層取向」，把分部資料按用作內部報告
用途的相同基準呈列。營運分部之報告需與提供給營運決策人之內部報告一致。營
運總決策人即於本集團負責策略決策之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董事會認為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確定之營運分部與以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所披露之營
運分部沒有重大分別。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此項修訂要求加強對公平值
計量及流動資金風險的披露。特別是，該修訂要求對公平值計量按層次劃分作出披
露。本集團於本年度已根據本修訂中之過度期免除條款選擇不提供對此等加強披
露之比較資料。由於會計政策變動僅導致作出額外披露，故並無對每股盈利構成影
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該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但尚未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之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作出之修訂及詮釋，且現正評估其對
未來會計期間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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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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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年內確認的收益：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貨品銷售 2,433,980  4,127,696   

(a) 分部資料

營運總決策人即本集團之最高級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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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總決策人主要從地理區域的方向審閱本集團之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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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除於每個營運分部業
績中的其他收入、其他（虧損）╱收益淨額及融資成本之影響，為準則評估營運分部
之表現。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申報分部之分部資料如下

 香港  中國大陸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2,062,529  371,451  2,433,980     

分部業績 116,747  5,680  122,427     

已包括於分部業績之
 其他分部開支項目：

已售存貨成本 1,881,883  348,723  2,230,60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471  2,465  11,936
租賃土地攤銷 645  737  1,382
存貨撥備回撥 (18,936 ) (921 ) (19,857 )
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373  1,796  2,169     

分部資產 1,436,179  107,958  1,544,137     

分部負債 369,070  54,702  42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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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申報分部之分部資料如下：

 香港  中國大陸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3,725,755  401,941  4,127,696     

分部業績 9,695  (16,945 ) (7,250 )     

已包括於分部業績之
 其他分部開支項目：

已售存貨成本 3,645,621  401,728  4,047,34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852  1,194  10,046

租賃土地攤銷 478  460  938

存貨（撥備回撥）╱撥備 (25,048 ) 872  (24,176 )

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1,440  1,490  2,930     

分部資產 1,110,601  117,247  1,227,848     

分部負債 101,002  51,808  152,810     

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分別包括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

位於香港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及沒有因保險合約而產
生之僱員福利資產及權益）總額約為71,73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70,235,000港元），及
位於中國大陸之非流動資產總額約為54,97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51,915,000港元）.

(b) 分部業績、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之對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業績
分部業績合計 122,427  (7,250 )

其他收入 3,915  16,642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690 ) 355

融資成本 (2,451 ) (12,045 )   

於綜合收益表之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23,201  (2,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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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分部資產合計 1,544,137  1,227,848

租賃土地 48,412  45,071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227  73,695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4  19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380  6,581

租賃土地預付款項 3,071  3,06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  321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總資產 1,675,401  1,356,771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負債
分部負債合計 423,772  152,81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52  2,203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總負債 426,724  155,013   

4. 其他收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3,501  15,654

管理費（扣除預繳稅） 70  70

其他 344  918   

 3,915  16,642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以下項目的利息
 銀行透支 －  46

 信託收據貸款 1,915  8,513

 短期銀行貸款 536  3,486   

 2,451  1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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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936  10,046

租賃土地攤銷 1,382  938

已售存貨成本 2,230,606  4,047,34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4,725  －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公平淨值收益 －  (95 )   

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按照年內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零八年：16.5%）計算撥備。來自
中國大陸業務之溢利的所得稅已按中國大陸（本集團的實體於此營運）的所得稅稅率，就
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14,373  2,070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1,088  165

遞延所得稅 767  11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50 ) 712   

所得稅開支 16,178  3,066   

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06,940  60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千計） 828,750  828,750   

每股基本盈利（以每股港仙計） 12.9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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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每股攤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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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普通股的平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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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開招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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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釐定可按公平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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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行使購股權具反攤
薄影響，故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9. 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
 （二零零八年：1港仙）（附註 (a)） 8,287  8,287
擬派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8港仙
 （二零零八年：無）（附註 (b)） 66,300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5港仙
 （二零零八年：7港仙）（附註 (c)） 20,719  58,013   

 95,306  66,300   

附註

(a)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就二零零九年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二零零八
年：1港仙），股息總額為8,287,000港元（二零零八年：8,287,000港元）。

(b)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批准就二零零九年宣派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8港仙（二零零
八年：無），股息總額為 66,3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無）。財務報表並無反映此應付
股息。

(c)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批准就二零零九年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5港仙（二零
零八年：7港仙），股息總額為20,718,750港元（二零零八年：58,012,500港元）。財務報表
並無反映此應付股息。

10.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扣減撥備後之應收貨款 173,724  108,831
向供應商支付之預付款項 16,121  7,191
按金 1,165  1,857
其他應收款項 11,419  13,409   

 202,429  13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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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給予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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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如
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36,308  57,503

31至60日 31,331  20,504

61至90日 4,410  15,648

90日以上 1,675  15,176   

 173,724  108,831   

11.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第三方 82,527  43,173

應付貨款－一間關連公司 3,535  1,300   

 86,062  44,473

向客戶收取之預收款項 20,295  19,105

應計款項 18,588  9,029   

 124,945  72,607   

應付貨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84,342  43,634

31至60日 1,579  622

61至90日 5  －
90日以上 136  217   

 86,062  4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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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務表現

由於世界各地政府採取刺激經濟措施，全球經濟於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停止
下滑。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全球經濟似已走出谷底，並開始顯示出復甦的「綠
芽」，而亞洲地區強勁的經濟增長亦開始帶領全球其他國家走出經濟衰退。期
間出現的利好消息尚包括美國於二零零九年最後一季錄得5.9%的經濟增長，
中國亦錄得8.7%的全年經濟增長。在此經濟背景下，基本金屬價格於二零零九
年整體呈上升趨勢，鋅、鋁及鎳價格於年內分別上升112%、45%及58%，然而，
其平均價格仍然低於二零零八年的水平。

由於金屬價格及銷售噸數下降，二零零九年的收益減少至約2,434,000,000港元（二
零零八年：4,128,000,000港元）。銷售噸數下降主要由於金融危機令市場整體陷入
衰退及集團收緊信貸控制所致。然而，本集團仍成功將全年毛利增加117,000,000
港元至約217,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00,000,000港元）及銷售了136,000噸鋅及
鋁合金（二零零八年：162,000噸）。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由二零零八年約
60,000港元增加至約107,000,000港元。此表現主要由於有效的庫存管理，使本集
團在金屬價格上升時能從持有存貨得益更多，以及持續改善成本控制。於二零
零九年，本集團將行政開支減少5.9%，分銷及銷售開支削減35%，足以抵銷銷
售總噸數所錄得的17%下降。此外，於二零零九年利率相對較低令年內的融資
成本及利息收入大幅下降。

倫敦金屬交易所與上海金屬交易所之間的金屬差價收窄、加上中國消費開支
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仍錄得驕人增長（如國家的汽車行業），證明本集團擴
充銷售覆蓋，從而受惠於中國未來出現的龐大商機之定位正確。

此外，利記將積累本集團管理層因應是次所面對歷來最艱難的經濟環境而發
展出的優勢及經驗，將作為未來同類情況的應變措施。

業務回顧

作為領先的金屬供應鏈管理公司，利記憑著其專業及富經驗的管理團隊，自創
獨特的「一站式供應鏈管理服務」（IVAS）模式，為客戶提供覆蓋多個環節的一站
式服務，其中包括金屬熔煉、全球採購、貨物運輸、倉儲管理、客戶服務、市場
訊息及檢測鑒定，這令客戶可享有度身訂造的服務及確保產品質素。

本集團採購及分銷壓鑄鋅合金及特高級純鋅，佔本集團收益的 67%（二零零八
年：66%），連同壓鑄鋁合金及鋁錠佔本集團收益的12%（二零零八年：9%），鎳及
鎳相關產品及電鍍化工原料（包括含銠之貴金屬化工原料）佔本集團收益的17%
（二零零八年：21%）及不銹鋼佔本集團收益的4%（二零零八年：4%）。有見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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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著重產品質量及需要更廣泛的產品規格的趨勢，本集團開始於中國內地及
海外向新供應商進行採購，鑒於本集團歷史悠久及豐富的市場經驗，尤其擁有
強大的分銷網絡及優質的客戶群，加上財務背景雄厚，彼等皆願意與本集團合
作。具成效及效率的運輸安排及存貨設施以及龐大的客戶基礎令本集團可向
客戶提供即時提貨，令彼等可因應迅速改變的市況以較低成本提高靈活性。
作為本公司重要方向的邁進，利記投放更多資源予優質及信譽良好的客戶，加
強彼此合作關係，另增加供應商網絡，以覆蓋大部份具合適認證的世界級供應
商，務求提升本集團的市場地位及聲譽。

作為有關產品質素的額外客戶服務，利記已建立了由其全資附屬公司利保金屬
檢測中心有限公司（「利保」）營運的金屬檢測實驗室，該實驗室正獲得香港實驗
所認可計劃（「HOKLAS」）之認證，HOKLAS的認可準則是根據 ISO/IEC 17025:2005
《測試及校正實驗所能力的通用規定》而制定。利保是香港首間獲得HOKLAS在
金屬及金屬合金類別認證的實驗室。此認可計劃大大提升利保的測試及管理
水平，讓利保所發出的認可報告，可以與海外認證機構互相承認。憑著利保的
專業團隊，配合香港政府促進檢測及認證產業及本集團的多元化的發展，該實
驗室服務預期將成為另一個增長的領域。儘管利保於二零零九年並未為本集
團帶來龐大收益，然而，已為本集團節省以往外發檢測的時間和成本，其亦加
強了本集團的領先地位及增強本集團的競爭優勢。

戰略性部署及成功建立的分銷網絡令利記表現理想及錄得可觀的全年毛利及
純利增長。利記不會故步自封，而是堅守以新元素及服務持續改善 IVAS的理
念，令本集團可在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及維持市場領先地位。事實上，利記於
二零零九年銷售鋅合金數量佔中國全年鋅合金入口量的73%。

利記亦憑藉其強大及廣闊的供應商及優質客戶網絡為大中華區、越南、印尼、
泰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約1,400名客戶服務，其中大部份為珠江三角洲區域
的外資實體。國內市場的增長主要集中於製造商業產品，例如浴室設備、家居
五金器具、玩具、家庭電器、時裝配飾及汽車零件等。

設立營銷中心於廣州、無錫及深圳等戰略位置，令利記可把握國內增長所帶來
的商機，而該等中心帶來約 168,000,000港元的收益，較去年同期增長 8%。於回
顧年度內，本集團開始籌備於重慶設立辦事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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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繼續加強上游及下游供應鏈活動。本集團擁有50%權益
的鋅合金製造合營企業，金利合金製造工業（寧波）有限公司（「金利寧波」），生
產約11,520噸鋅合金，為本集團帶來約96,000,000港元的收益貢獻。

本集團擁有60%權益的附屬公司佛山市南海區利采隆有色金屬有限公司（「利采
隆」）於南海擁有及營運鋁合金加工廠，並受惠於循環再用行業日趨普及以及
汽車及家庭電器行業的增長趨勢，該公司採用購自中國及海外供應商之廢鋁
生產約9,480噸鋁合金，於二零零九年，此為本集團帶來約136,000,000港元的收
益。為了更能善用本集團之資源，本集團已暫緩於肇慶興建鋁合金加工廠之計
劃，並在研究替代方案。

受惠於位於大埔科技及物流中心及將業務擴充至中國，本集團擁有70%權益的
不銹鋼加工及分銷公司利業金屬有限公司（「利業」）成功削減營運成本及採取
更能回應市場需求的物流安排。於二零零九年，利業出售4,660噸不銹鋼，為本
集團帶來約 94,000,000港元的收益。

前景

面對外圍環境的不停轉變，利記有信心本集團仍處於有利位置，可受惠於國內
市場的增長及產品質量及環保業務的新行業發展趨勢。憑藉我們在金屬行業
上豐富的經驗、專業的團隊、完善的財務框架及有效率的營運結構，本集團有
信心可有效地憑藉所擁有的眾多優勢擴充業務。

利記的大埔科技及物流中心已加強及擴充其客戶服務種類，並於此艱巨的時
刻削減成本。於深圳、無錫及廣州的營銷中心正擴充於國內市場增長迅速地區
的銷售網絡，特別著重於長江三角洲的業務擴充。同時，隨著國家發展步伐的
趨向，本集團亦會將其業務拓展至中國中西部地區，為當地金屬製造業供應優
質金屬及提供卓越服務。

不論市場環境如何轉變，利記將繼續發展其核心優勢及致力按照本集團的 ISO 
9001:2000確保質素及持續作出改善。此外，本集團將繼續把握與利業合併所帶
來的商機，並致力提升利采隆的市場地位，令其可把握汽車行業的商機。

展望未來，利記計劃透過其豐富而專業的經驗、卓越的客戶服務、審慎發展上
下游業務的經營方針及尋求具合適認證的供應商的政策，以積極進取的行動
於全球經濟復甦之際提升集團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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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董事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
1港仙），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派付的股息總額為8,287,500港元（二零零八
年：8,287,500港元）。

為讓股東以有效及直持的方式分享本集團整體表現所帶來的成果，於考慮投資
及經營環境以及從手頭現金與資金需要方面審視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後，董事
建議向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本年度每股
10.5港仙股息（包括末期股息2.5港仙（二零零八年：7港仙）及特別股息8港仙（二
零零八年：無））。待股東批准後，每股10.5港仙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或
前後派付。二零零九年的股息總額為每股11.5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8港仙），
合共約為95,30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66,300,000港元）。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自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一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星期四（包
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概不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符合資格獲派末期及特別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
零年五月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作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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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無限制現金及銀行結餘約715,000,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864,000,000港元），銀行借貸則約為280,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74,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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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借貸總額相
對權益總額）為22.4%（二零零八年：6.2%）。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 364.4%（二零零
八年：803.5%）。

本公司已就其若干附屬公司及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獲取約1,448,000,000港元之一般
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約1,977,000,000港元之擔保。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該銀行融資額中已動用約280,000,000港元。本集團之60%附屬公司利采隆抵
押其擁有之土地廠房予銀行擔保該公司一般銀行融資約5,700,000港元。

本集團不斷評估及監控就金屬價格（參考市場情況）承擔之風險。為了有效地控
制風險及利用價格趨勢方向，本集團管理層會採用適當的經營策略並設置相
應的庫存水平。

本集團的匯兌風險主要來自港元與美元幣間換算。本集團並無運用任何工具
對沖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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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約 250名僱員（二零零八年：240名
僱員），另本集團擁有50%權益之合營企業金利寧波僱用約50名僱員（二零零八
年：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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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50,000,000港
元（二零零八年：50,000,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於二零零九年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就董事所知，彼等認為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在若干程度上採納其建議最佳常
規之原則，且並不知悉於二零零九年有任何不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情況。

審閱綜合財務報表及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的初步公佈所列數字，已經獲得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
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同意，該等數字乃本集團於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列數額。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在此方面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所進
行的保證應聘服務，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概不會就初步公佈發表任
何保證。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為陳伯中先生、陳婉珊女士、馬笑桃女士、William 
Tasman WISE先生、鍾維國先生*、梁覺強先生*及許偉國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伯中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

* 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