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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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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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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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3,610,302 2,433,980
銷售成本 (3,450,070) (2,216,534)

  

毛利 160,232 217,446

其他收入 4 2,948 3,915
分銷及銷售開支 (16,637) (13,923)
行政開支 (74,701) (81,09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8,305 (690)

  

經營溢利 80,147 125,652

融資成本 5 (6,109) (2,451)
  

除所得稅前溢利 6 74,038 123,201

所得稅開支 7 (12,020) (16,178)
  

年內溢利 62,018 107,023
  

下列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9,472 106,940

　非控制性權益 2,546 83
  

62,018 10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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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 12.90

  

股息 9 20,718 9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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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溢利 62,018 107,023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 958 717
　出售附屬公司時撥回匯兌儲備 (662)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估儲備之變動 3,397 2,524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3,693 3,241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65,711 110,264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3,060 110,122
　非控制性權益 2,651 142

  

65,711 11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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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 10 16,522 43,754 40,288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59,672 79,885 78,47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25 174 19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2 37,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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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92 131,264 128,923
   

流動資產
　存貨 816,361 626,041 221,615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84,861 202,429 131,288
　租賃土地預付款項 3,148 — —
　可收回所得稅 272 280 10,798
　銀行結餘及現金 602,628 715,387 864,147

   

1,607,270 1,544,137 1,227,848
　分類為持作待售資產 14 11,279 — —

   

總流動資產 1,618,549 1,544,137 1,227,848
   

總資產 1,73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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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75
　股份溢價 495,293 495,293 495,293
　其他儲備 601,123 558,781 541,010
　擬派股息 12,431 87,019 58,013

   

1,191,722 1,223,968 1,177,191
非控制性權益 1,300 24,709 24,567

   

總權益 1,193,022 1,248,677 1,20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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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71 2,952 2,203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136,563 124,945 72,607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合營
　　夥伴款項 396 561 292
　銀行借貸 390,433 279,515 74,206
　應繳所得稅 4,656 13,051 5
　應付非控制性權益款項 5,700 5,700 5,700

   

537,748 423,772 152,810
   

總負債 540,719 426,724 155,013
   

總權益及負債 1,733,741 1,675,401 1,356,771
   

流動資產淨值 1,080,801 1,120,365 1,075,03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95,993 1,251,629 1,20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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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及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以
及相關附註1至15節錄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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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估而作出修訂。

2. 採納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以下經修訂的準則、對現有準則作出之修訂及詮釋與本集團營運有關，且必須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採用：

‧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現金流量報表」
‧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租賃」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集團現金結算及以股份支付的交易」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7號，「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除下述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之變動外，採納這些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並
不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刪除有關土地租賃分類之特定指引，以消除與租賃分類一般指引的不一致性。
因此，土地租賃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一般原則（即有關租賃是否實質上將與資產所有權相關之絕大
部分風險及報酬轉移予承租人）歸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作出本修訂前，業權於租期完結時預期不會轉
讓予本集團的土地權益分類為「租賃土地」項下的經營租賃，並按租賃期攤銷。

根據該修訂的生效日期及過渡性規定，該修訂追溯應用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本集團已根
據於有關租賃開始時已存在之資料，重新評估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未到期租賃土地之分類，並把若干香港
租賃土地追溯確認為融資租賃。根據所作出之重新評估，本集團已將其租賃土地由經營租賃（租賃土地內）重
新分類為融資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內）。儘管綜合收益表內的若干項目已重列，惟本修訂本對保留盈利並
無構成任何影響。

採納本修訂之追溯力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土地減少 (4,534) (4,658) (4,783)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 4,534 4,658 4,783

   

資產淨值變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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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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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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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貨品銷售 3,610,302 2,43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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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除於每個營運分部業績中的其他收入、其他
收益╱（虧損）及融資成本淨額之影響，為準則評估營運分部之表現。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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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267 550,035 3,610,302
   

分部業績 63,677 5,217 68,894
   

已包括於分部業績之其他分部開支項目：
已售存貨成本 2,918,334 528,393 3,446,72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638 2,331 12,969
租賃土地攤銷 437 363 800
存貨（撥備回撥）╱撥備 (3,260) 788 (2,472)
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13 688 701

   

分部資產 1,500,217 103,905 1,604,122
   

分部負債 494,728 43,020 53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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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a) 分部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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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9,596 2,465 12,061
租賃土地攤銷 （重列） 520 737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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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分別包括流動資產（除租賃土地預付款項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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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約為66,39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71,739,000港元），及位於中國大陸之非流動資產總額約為9,79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4,971,000港元）。

(b) 分部業績、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業績
分部業績合計 68,894 122,427
其他收入 2,948 3,915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8,305 (690)
融資成本 (6,109) (2,451)

  

於綜合收益表之除所得稅前溢利 74,038 123,201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分部資產
分部資產合計 1,604,122 1,544,137
租賃土地 16,522 43,754
物業、廠房及設備 59,672 79,885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25 17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7,773 4,380
租賃土地預付款項 3,148 3,071
分類為持作待售資產 11,279 —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總資產 1,733,741 1,67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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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業績、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之對賬（續）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負債
分部負債合計 537,748 423,772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71 2,952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總負債 540,719 426,724
  

4. 其他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166 3,501
管理費（扣除預繳稅） 70 70
其他 712 344

  

2,948 3,915
  

5. 融資成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以下項目的利息
　信託收據貸款 4,140 1,915
　短期銀行貸款 1,969 536

  

6,109 2,451
  

6.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969 12,061
租賃土地攤銷 800 1,257
已售存貨成本 3,446,727 2,230,60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 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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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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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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11,156 14,373
　—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1,903 1,088
遞延所得稅 (1,032) 76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7) (50)

  

所得稅開支 12,020 1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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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59,472 106,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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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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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行使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故截至二零一
零年及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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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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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二零零九年：1港仙）（附註(a)） 8,287 8,287
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8港仙（附註(b)） — 66,300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二零零九年：2.5港仙）（附註(c)） 12,431 20,719

  

20,718 95,306
  

附註：

(a)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就二零一零年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二零零九年：1港仙），股息總額為
8,28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8,287,000港元）。

(b)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及批准派付二零零九年特別股息每股股份8港仙，
股息總額為66,300,000港元。可比較財務報表尚未反映此項應付股息。

(c)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批准就二零一零年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二零零九年：2.5港仙），股
息總額為12,431,250港元（二零零九年：20,718,750港元）。財務報表並無反映此應付股息。

10. 租賃土地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如前呈報 48,412 45,071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之影響（附註2） (4,658) (4,783)

  

於一月一日，重列 43,754 40,288
匯兌差額 123 61
添置 — 4,662
攤銷 (800) (1,257)
出售附屬公司 (9,639) —
重新分類為持作待售資產（附註14） (16,916)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6,522 4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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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如前呈報 75,227 73,695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之影響（附註2） 4,658 4,783

  

於一月一日，重列 79,885 78,478
匯兌差額 293 66
添置 6,908 13,676
折舊 (12,969) (12,061)
出售 (20) (144)
出售附屬公司 (14,425) —
扣減 — (13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59,672 79,885
  

1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按公平值於香港上市之股權證券 33,567 —
　— 按公平值計量之非上市有限合夥公司 4,206 4,380

  

37,773 4,38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於年內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4,380 6,581
添置 29,996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3,397 (2,201)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37,773 4,380
  

於香港上市之股權證券以港元計值，而非上市有限合夥公司之投資則以英鎊計值。

13.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扣減撥備後之應收貨款 162,711 173,724
向供應商支付之預付款項 5,550 16,121
按金 2,117 1,165
其他應收款項 14,483 11,419

  

184,861 202,429
  



12

13.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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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26,177 136,308
31至60日 28,476 31,331
61至90日 5,405 4,410
90日以上 2,653 1,675

  

162,711 173,724
  

14. 分類為持作待售資產

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通過的董事會決議案，本集團將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出售本集團於中國
大陸的若干租賃土地權益。

分類為持作待售資產的變動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 —
自租賃土地重新分類為持作待售資產（附註10） 16,916 —
匯兌差異 260 —
出售 (5,897)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1,279 —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中國大陸的若干租賃土地已出售予獨立第三方，錄得收益約311,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類為持作待售資產結餘指預期於十二個月內將出售的若干中國大陸租賃土
地。因此，相關租賃土地已分類為持作待售之資產，而其賬面值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
狀況表獨立呈列。

15.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 — 第三方 86,725 82,527
應付貨款 — 一間關連公司 — 3,535

  

86,725 86,062

向客戶收取之預收款項 36,704 20,295
應計款項 13,134 18,588

  

136,563 12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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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應付貨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86,665 84,342
31至60日 60 1,579
61至90日 — 5
90日以上 — 136

  

86,725 86,062
  

整體業務表現

經濟勢態起伏不定，金屬價格持續波動，全球經濟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方始呈現復甦跡
象。縱觀整體經濟，美元兌所有貨幣貶值，歐元受希臘及土耳其經濟形勢不穩影響而下
跌。儘管全國尤其是中國南部的勞工短缺，影響出口外匯收入，惟在美國施壓下，人民
幣持續穩步上升。

基本金屬（除鋅之外）於倫敦金屬交易所所報的每噸平均價於二零一零年全年呈現大幅
波動但整體升勢持續，鋅的收市價則由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的2,542美元下跌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的1,759美元，並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回升至2,450美元，上
半年下跌31%及下半年回升39%，導致二零一零年全年微跌3.6%，高低價位波幅約1,100
美元，年內價格每噸介乎1,600美元至2,700美元（二零零九年：每噸介乎1,070美元至2,610
美元）。鋁、銅、鉛及鎳於二零一零年錄得更高的收市價，升幅分別達10%、30%、8%及
30%。總括而言，基本金屬價格在國內消費需求強勁的刺激下上揚。

受中國經濟蓬勃發展所帶動，加上本公司尤其對華東等內地市場加強滲透率，使本集
團的銷售噸數錄得18%的雙位數字增長，由二零零九年約144,000噸增至二零一零年的
170,000噸。收益由二零零九年約2,434,000,000港元相應增加48%至約3,610,000,000港元。
在實施嚴控措施後，行政開支較二零零九年減少8%，而分銷及銷售開支增加約19%，銷
售噸數則按年上升18%。由於全年平均金屬價格（尤其是鋅於二零一零年的收市價略低
於二零零九年，惟二零一零年的平均價格仍錄得按年升幅29%）及實物庫存水平上升，
導致平均銀行貸款量及融資成本增加。

基本金屬價格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顯著回落，扭轉二零零九年的升勢，受到二零一零年
上半年影響，二零一零年全年整體淨業績遜於二零零九年，惟該兩個年度下半年的淨業
績表現不遑多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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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利記具備專業專長，積累經驗多年，為業內首屈一指的金屬供應鏈管理公司，利用獨有
的「一站式供應鏈管理服務」(IVAS)模式，為客戶提供度身訂造的優質金屬加工、採購與
分銷服務，同時涉足有色金屬產品及電鍍化工原料的進口與本地市場。

本集團採購及分銷的壓鑄鋅合金及特高級純鋅，佔本集團收益72%（二零零九年：67%），
連同壓鑄鋁合金及鋁錠共佔本集團收益10%（二零零九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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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二零零九年：17%），不銹
鋼則佔本集團收益4%（二零零九年：4%）。二零一零年，利記的鋅合金銷量等同中國全
年總鋅合金進口量約73%。

受國內對鋅及鋁合金的殷切需求刺激下，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強化其原設備製造商
（「OEM」）上游業務的發展。為此，我們已成功建立並批准國內多家OEM合金供應商提供
具競爭力的優質合金產品，嚴格規管所有OEM供應商須達到生產管理、經營程序及質量
監控等多項國際標準，並嚴格監督及監測本集團的技術部門，以保證利記的產品質量與
穩定性兼備。

為改善本集團的資源分配，並借助國內蓬勃市場主力發展其核心銷售及分銷業務，本集
團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按代價約4,980,000美元出售其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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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完成後，本集團與利采隆簽訂供應協議，
以維持及確保國內鋁合金的供應穩定充裕。

透過本集團於無錫、深圳及廣州開設的現有策略營銷中心，我們正準備就緒，以抓緊中
國內地消費增長，銷售噸數及收益分別較二零零九年上升6,303噸及179,000,000港元，或
約26%及48%。利記服務大中華區、越南、印尼、泰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約1,470名客
戶，其中大部份為珠江三角洲區域的外資實體。

受惠於同處大埔科技及物流中心的優勢及本集團於中國的現有分銷網絡，加上中國經
濟騰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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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
工產能及收益得以進一步攀升。利業出售約5,617噸不銹鋼（二零零九年：4,660噸），為
本集團帶來約133,000,000港元的收益（二零零九年：94,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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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加強上下游供應鏈活動，生產約14,230噸鋅合金（二零零九年：
11,520噸），為本集團帶來約78,000,000港元的收益（二零零九年：59,000,000港元）。

前景

環球市場呈現復甦跡象，中國經濟尤其暢旺，本集團坐擁優勢，有望受惠國內消費市場
的爆炸性增長及金屬價格回升。美元及歐元等主要貿易貨幣價格波動，將持續左右本集
團的盈虧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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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旗下首家獲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HOKLAS」）正式認證為金屬及合金類別實驗室
的全資附屬公司利保金屬檢測中心有限公司（「利保」）預計將可達到本集團的專業管理
能力。本集團以更有效的方式，為全球原料製造商與珠江三角洲及長江三角洲客戶提供
生產程序及製成品所需的質量監控、檢測及認證等相關一站式服務，足證本集團於整合
上下游供應鏈的成效。為滿足客戶需求，本集團認為透過與當地科研機構及國際認可測
試中心攜手鑽研技術研究項目，提供更多元化及嶄新的創新物料測試及認證服務，本集
團必可鞏固競爭優勢。

為迎合國內對金屬及合金的熾熱需求，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一年繼續嚴格監察OEM供應商
的發展及技術素質，其貫徹如一且靈活快捷的物流運輸、市場信息與行情及技術支援等
增值服務將可加強監控成效。利記佔盡優勢，絕對有能力為國內潛力優厚的金屬及合金
市場提供可靠兼具競爭力的產品。

本集團相信憑藉其傳統、專業、務實的管治實力，擴大市場版圖乃指日可待。

股息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董事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二零零九年：每股1港仙），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派付的股息總額為8,287,500港元（二零零九年：8,287,500港元）。

董事建議向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本年度每股1.5港
仙末期股息（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2.5港仙及特別股息8港仙）。待股東批准後，每股1.5
港仙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或前後派付。二零一零年的股息總額為每股2.5港仙
（二零零九年：每股11.5港仙），合共約為20,71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95,306,000港元）。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自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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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送交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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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無限制現金及銀行結餘約603,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715,000,000港元），銀行借貸則約為39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8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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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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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二零零九年：
22.4%）。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301%（二零零九年：364.4%）。

本公司已就其若干附屬公司獲取約1,358,000,000港元之一般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約
1,414,000,000港元之擔保。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銀行融資額中已動用約
39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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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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約150名僱員（二零零九年：250名僱員，包
括當時本集團擁有60%權益之附屬公司利采隆），另本集團擁有50%權益之合營企業金利
寧波雇用約40名僱員（二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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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50,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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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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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悉於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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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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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伯中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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