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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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37）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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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期間（「比較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十五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493,703 2,886,467
銷售成本 (2,363,195) (2,768,798)

毛利 130,508 117,669
其他收入 971 1,009
分銷及銷售開支 (21,456) (24,400)
行政開支 (83,739) (94,928)
其他收益，淨額 10,193 293

經營溢利╱（虧損） 5 36,477 (357)

融資收入 3,584 6,479
融資成本 (6,750) (1,811)

融資（成本）╱收入，淨額 6 (3,166) 4,668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 731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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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十五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042 5,256
所得稅開支 7 (6,689) (1,388)

年╱期內溢利 27,353 3,868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7,353 3,868

年╱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的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8 3.30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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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十五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年╱期內溢利 27,353 3,86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已重新分類或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收益表的項目
匯兌差額 (313) 403
分佔合營企業其他全面收益 226 4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估儲備之變動 10,121 (4,241)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收益表的項目
重新計量僱員福利承擔 (172) —

年╱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9,862 (3,789)

年╱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7,215 79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7,215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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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 10 20,330 14,567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52,283 35,336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 19,137
遞延所得稅資產 2,770 2,85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2 31,951 21,855
投資物業預付款項 13,029 —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1,172 —

121,535 93,751

流動資產

存貨 1,144,633 852,505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95,473 198,534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1,493
可收回所得稅 867 517
衍生金融工具 2,296 1,97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1,058 241,445

總流動資產 1,474,327 1,296,466

總資產 1,595,862 1,3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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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717 495,293
其他儲備 580,544 543,329

總權益 1,142,136 1,12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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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106 1,617
其他非流動負債 1,679 1,299

3,785 2,916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38,222 80,732
借貸 405,187 184,995
應繳所得稅 496 77
衍生金融工具 6,036 —

449,941 265,804

總負債 453,726 268,720

總權益及負債 1,595,862 1,390,217

流動資產淨值 1,024,386 1,030,66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45,921 1,12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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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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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除另有註明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並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的董事會決議案，為更佳地分配本集團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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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綜合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起至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合共涵蓋十二個月，比較財政期間則涵蓋十五個月，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2 編製基準

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

成本慣例編製，並就按公平值計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工具作出修訂。

本財政年度及比較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前身公司條例（第32章）的適用規定而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的財務報表須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其亦須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的會

計政策時行使其判斷。涉及高度判斷或複雜性的範圍，或假設及估計對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屬重大的範

圍，在附註4內披露。

3 會計政策

(i) 下列準則之修訂及詮釋須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強制執行。採納此等準則

之修訂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之修訂本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本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1號

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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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於本會計期間應用任何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準則或準則之修訂。

(ii) 下列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已頒佈，但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仍未生效，且並無獲本

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之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間的資產銷售或出資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之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的例外情況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法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披露計劃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本

澄清可接納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之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法 2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1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1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2

1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管理層尚在評估採納上述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之影響，惟目前尚未能確定該等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

是否會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此外，新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章）披露規定於本公司自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起

開始生效。本集團現正評估公司條例變動之預期影響。目前為止，本公司總結其不大可能會構成重

大影響，並將僅限於影響綜合財務報表之資料呈列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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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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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確認的收益：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十五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貨品銷售 2,493,703 2,886,467

(a) 分部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申報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1,861,977 631,726 2,493,703

分部業績 12,184 13,129 25,313

已計入分部業績的其他分部開支項目如下：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735,387 598,442 2,333,82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966 1,066 8,032
租賃土地攤銷 446 67 513
存貨減值撥備 27,955 810 28,765

分部資產 1,372,740 223,122 1,595,862

分部負債 308,639 145,087 45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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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及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之申報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2,272,408 614,059 2,886,467

分部業績 (4,734) 3,075 (1,659)

已計入分部業績的其他分部開支項目如下：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178,817 590,792 2,769,60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231 236 12,467

租賃土地攤銷 546 — 546

存貨減值撥備╱（撥回撥備） 320 (1,131) (811)

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584 295 879

分部資產 1,178,008 212,209 1,390,217

分部負債 160,848 107,872 268,720

(b) 分部業績、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之對賬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十五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業績

分部業績合計 25,313 (1,659)

其他收入 971 1,009

其他收益，淨額 10,193 293

融資（成本）╱收入，淨額 (3,166) 4,668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731 945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042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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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溢利╱（虧損）

下列各項已於年╱期內於經營溢利╱（虧損）中扣除╱（計入）：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十五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032 12,467

租賃土地攤銷 513 546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333,829 2,769,609

存貨減值撥備╱（撥備撥回） 29,366 (811)

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 879

應付廠房的額外費用 — 3,41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229) (187)

重新計量先前於一間收購後作為附屬公司的

合營企業所持有權益的收益 (1,050) —

收購一間作為附屬公司的合營企業餘下權益的收益 (13,784) —

金屬期貨買賣合約的未變現虧損╱（收益） 3,740 (1,972)

金屬期貨買賣合約的已變現虧損╱（收益） 2,825 (695)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03 (1,10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 — 3,662

6 融資（成本）╱收入，淨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十五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3,584 6,479

短期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 (6,750) (1,811)

融資（成本）╱收入，淨額 (3,166) 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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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按照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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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實體營運所在地的現行所得稅稅率就年╱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十五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3,364 398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3,374 1,033

遞延所得稅 (125) (27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76 227

所得稅開支 6,689 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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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計算。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十五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7,353 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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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0.47

由於年╱期內並無發行在外之具有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及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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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十五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每股普通股中期股息0.01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零港元）（附註 (a)） 8,288 —

擬派每股普通股末期股息0.01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0.01港元）（附註 (b)及 (c)） 8,288 8,288

16,576 8,288

附註︰

(a)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會議上，董事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期股

息每股0.01港元（合共8,288,000港元），已於年內派付，並反映為自股份溢價賬中分派。

(b)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二日舉行的會議上，董事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末

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1港元（合共 8,288,000港元），已於年內派付，並已反映為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股份溢價賬中分派。

(c)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舉行的會議上，董事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 0.01港元（合共 8,288,000港元）。此擬派末期股息並無於財務報表中反映為應付股息，惟

將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反映為自股份溢價賬中分派。

10 租賃土地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十五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期初 14,567 15,113

收購一間作為附屬公司的合營企業之餘下權益（附註15） 6,277 —

攤銷 (513) (546)

匯兌差額 (1) —

於年╱期終 20,330 1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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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租賃土地的權益為預付經營租賃款項，而其賬面淨值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0至50年持作租賃

於香港 14,130 14,567

香港以外 6,200 —

20,330 14,567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十五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期初 35,336 34,671

匯兌差額 (125) 4

添置 14,469 13,128

收購一間作為附屬公司的合營企業之餘下權益（附註15） 10,648 —

折舊 (8,032) (12,467)

出售 (13) —

於年╱期終 52,283 35,336

1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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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1 21,855
—按公平值計量之非上市有限合夥公司 — —

31,951 2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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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由於管理層評估金額因被投資公司經歷財務困難而預期無法收

回，故非上市有限合夥公司之 7,046,000港元需作全數減值。因此，相關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估儲備

3,384,000港元自權益解除，並於綜合收益表作出減值開支3,66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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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扣減撥備後之應收貨款（附註 (a)） 149,162 136,333

向供應商支付之預付款項 27,410 34,799

按金 1,338 1,158

其他應收款項 17,563 26,244

195,473 198,534

本集團的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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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35,894 115,187

31至60日 6,351 13,389

61至90日 3,773 2,888

90日以上 3,144 4,869

149,162 136,333

14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

— 應付第三方 12,132 45,172
— 應付關連公司 — 13,875

向客戶收取之預收款項 9,231 10,394

應計支出及其他應付款項 16,516 11,291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的其他款項 343 —

38,222 8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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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期的應付貨款的賬齡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1,425 54,415

31至60日 686 83

60日以上 21 4,549

12,132 59,047

15 業務合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一家於荷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Nyrstar Netherlands (Holdings) BV

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於德榮（英屬維爾京群島）有限公司（「GRTL」）之餘下 50%持股權益；並出讓股東

貸款及若干其他債項以及更替GRTL之若干未償還債務（「收購事項」）。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完

成，而GRTL已成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GRTL及其附屬公司（「GRTL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鋅合金產品。收購事項完成後，本集團預期由於

經濟規模效益及受惠於GRTL集團的設施，將得以減省成本。

16 財務報告日期後事項

年內，本集團擬按總代價 46,630,000港元收購若干辦公室物業及停車場作為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收購該等物業的預付款項 13,029,000港元已作出。建議收購該等物業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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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訊息

「創造價值」是我們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業務發展的核心主題。面對中國經濟持續放

緩、美國經濟復甦及全球商品價格波動，全球金屬用家正尋找更有效的增值方案以應付瞬

息萬變的環球經濟所帶來的新挑戰。

每次我與客戶傾談，越發清晰見到更多的金屬用家不單尋找專業、可靠及優秀的業務夥

伴，更要其互相配合以把握中國及東盟市場各種增長機會。憑藉我們的訂造金屬合金、不

斷擴展的技術諮詢服務範圍及即將透過利宏商品及期貨有限公司推出的新商品中介服務，
預期該等用家將為利記繼續創造價值。

而上述提及的服務僅為利記如何以許多同業未能做到的方式創造價值的一些例子。

我們亦透過以下各種方式創造價值，包括生產廣泛種類的品牌金屬合金及為客戶訂造切合

其個別需要的合金；為不同的生產過程提供專業的金屬檢測和顧問服務；這些都充分展示

我們於全球金屬行業的領導地位。

我們尤其專注於為鋅及鎳的終端用家（兩者佔利記約 85%收益），以及鋁及不銹鋼的用家提

供服務。該等金屬為多種產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汽車、浴室用品、奢侈品、手提電話、

傢具、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

我們很高興看到能多方面為客戶創造價值，同時亦為盈利帶來正面影響。由於我們不斷發

掘新機遇及為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注入創新意念，本公司得以應對全球鋅及鎳市場的轉

變。

於過往一年，由於市場供求失衡，鋅及鎳的商品價格一直大幅波動。澳洲及加拿大的主要

鋅礦場於期內如期關閉，使市場供應更為緊絀。然而，價格上揚的趨勢受到鋅的最大市

場—中國國內經濟放緩影響，導致製造商出現不確定因素所阻礙。鎳的全球價格亦因供不

應求的情況未有如期出現而大幅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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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預期金屬需求將依然因中國經濟持續放緩而受到挑戰。然而，我們有明確的策略，對

業務繼續蓬勃發展抱持樂觀態度，來年將繼續專注為長期的持續增長構建基石。

我和我的團隊將繼續努力不懈，進一步發展我們創造價值的能力，並發掘更多增長機會，
務求於日後為股東帶來可持續的回報。我們謹此衷心感謝 閣下一直以來的支持。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陳婉珊

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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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務表現

財務表現

由於本集團積極進行市場推廣以刺激對增值服務的需求，故利記的財務表現於截至二零一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財政年度」或「回顧年度」）有所改善。

財政年度收益為 2,494,0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比較期

間」）則為 2,887,000,000港元。本集團於財政年度銷售噸數為 124,260噸，而比較期間則為

153,830噸。

財政年度的毛利為 130,000,000港元，比較期間則為 118,000,000港元。財政年度的毛利率為

5.23%，比較期間則為4.07%。本集團於財政年度錄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27,400,000
港元，而比較期間則錄得溢利3,870,000港元。

毛利率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長主要由於對利記可靠的增值服務的需求強勁及金

屬價格上升，以及收購產生負商譽收益所致。

鋅（利記的主要產品）及鎳的全球價格於財政年度分別上升6.08%及下跌 20.7%。然而，該等

數據未能反映期內價格大幅波動。鋅價格於財政年度上半年升幅強勁，但於財政年度下半

年因市場愈來愈憂慮中國及歐洲經濟而下跌。鎳價格於回顧年度年初以更急速的步伐上

升，惟於財政年度下半年轉趨穩定並逐步下跌。

財政年度的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分別為 21,400,000港元及 83,700,000港元，比較期

間則分別為 24,400,000港元及 94,900,000港元。下跌乃由於回顧期較短。經調整後，銷售及

分銷開支增加，此乃由於中國內地（其銷售及分銷開支高於香港）產生的收益比例上升。行

政開支上升乃由於員工成本上漲，員工成本屬可變性質且與本集團的年度表現成正比。

本集團於財政年度錄得其他淨收益10,2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最近收購德榮集團餘下

50%持股權益及股東貸款所產生之 13,800,000港元收益，有關之收益部份由年內產生的金屬

期貨合約虧損所抵銷。本集團於財政年度錄得 3,170,000港元的融資成本淨額，比較期間則

錄得融資收入淨額4,67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回顧年度的銀行借款錄得淨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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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集 團 資 產 負 債 表 繼 續 維 持 穩 健 ，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 負 債 資 產 淨 比 率 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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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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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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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躋身享譽國際的金屬企業之列。本

集團的會員資格使其可利用全球金屬市場的即時資訊，為其客戶提供的解決方案大幅升

值。

本集團於回顧財政年度的重心為「創造價值」，利記一直貫徹此承諾，進一步擴大其技術及

顧問服務範圍、向發展新品牌金屬產品邁進一大步，並推出新商品期貨經紀服務，以更切

合其客戶需要。

加入新商品期貨經紀服務為金屬業提供更全面解決方案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向利記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利宏商品及期貨有限公

司授出進行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之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受規管活動之牌照。

此牌照使利記成為少數同時擁有實質金屬經驗及經紀服務的金屬公司之一，除了鞏固本集

團在金屬業提供全面服務及解決方案的領先地位外，進一步鞏固利記立足於香港作為商品

貿易中心的前線位置。

不斷加強品牌金屬產品的種類

利記不斷投資及加強其提供優質金屬產品及特製合金的能力，為新市場及不同市場領域創

造價值。特別的是，此項投資直接擴大利記於財政年度自家品牌金屬產品的種類。

利記的自家品牌金屬產品—Mastercast、GZ、 SA及LMP，均是集一流品質、信實可靠、多

年經驗及專業產品知識的成果。優質、可靠及具嚴格的生產監控都得到客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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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cast是利記特製鋅合金品牌，由優質純金屬冶煉而成。產品在本集團的香港生產設施

製造，配合利記靈活的設計流程，最適合中、小批量生產。Mastercast成功取得質量及環境

資格，包括RoHS、 ISO9001、 ISO 14001及 ISO /TS 16949。

利記的GZ品牌揉合行業專家嚴格的生產技術，應用於標準鋅合金及特製鋅合金生產。LMP
是本集團的鋁合金品牌，產品符合 ISO /TS 16949的規定。

擴大金屬檢測服務，為利記價值鏈帶來更高回報

利記於財政年度一直投資擴大由其全資附屬公司利保金屬檢測中心有限公司（「利保」）所提

供的金屬檢測服務範疇。當中包括引入RoHS認證服務，讓客戶可展示其符合歐盟的危害性

物質限制指令的法定標準。

利保的技術專家團隊於材料工程、生產優化解決方案、工序設計、品質監控及故障分析等

範疇具豐富經驗，為壓鑄廠商及生產商提供有效解決方案及建議，加強其營運效率。

綠色措施及環保認證使利記的產品得以推廣至更廣泛的客戶群

為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是利記業務經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集團致力節約能源及天然資

源、採取更環保的生產科技、監控碳排放及實行其他措施以改善其環境足跡，得到政府部

門及專業團體的多項認證及殊榮。

例如，本集團積極響應由環境局建立的碳足跡資料庫，並成為首批匯報其合金生產的碳排

放及減少其代工工廠碳足跡的公司之一。本集團亦獲環境保護署認可為碳審計‧綠色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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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促進利記於國際金屬市場的領導地位之價值

利記致力透過提供優質產品及綜合服務，例如市場訊息、技術顧問、合金訂造、品質監控

及供應鏈管理等為客戶創造佳績，利記是要求高效及優質供應的品牌商、生產商及壓鑄廠

商的信心之選。

. 二級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之地位進一步加強利記的競爭優勢

利記 1獲香港海關（「海關」）認可為「香港認可經濟營運商」，享有減少或優先接受海關查

驗之待遇。此身份讓利記能更迅速運送其金屬產品至香港以外客戶，加強本集團解決

方案及產品的整體競爭能力。

. 知識管理系統獲殊榮

利記最近因其新知識管理系統而榮獲「 2014香港最受推崇知識型機構大獎（中小企業）」
的卓越獎（「最受推崇知識型機構大獎」）。最受推崇知識型機構大獎由香港理工大學知

識管理及創新研究中心創立，對積極實踐知識管理的香港本地公司予以肯定。

利記不斷學習，鼓勵知識共享。新知識管理系統有助利記促進其知識倡導文化、保留

及盡量發揮員工的專業知識及技能，並將市場資訊轉化為寶貴的知識資本。該系統亦

大幅提升本集團發展及提供知識型解決方案之能力，對新產品及服務之增長作出貢

獻。

. 持續拓展上下游業務

利記於年內繼續擴張其鋅及不銹鋼的產能。

美國經濟擴張推動對浴室用品、玩具及手提電話的需求，支撐本集團於中國寧波從事

鋅合金生產的全資附屬公司金利合金製造工業（寧波）有限公司（「金利寧波」）所生產的

鋅合金需求。

1 認證公司包括：利記五金有限公司；利豐五金有限公司；利昇五金有限公司；利盛金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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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利寧波贏得作為於有色金屬行業最可靠及優質鋅合金生產商之一的美譽。於二零一

四年十月，利記完成收購德榮集團餘下 50%股權及股東貸款，總代價為 650,000美元。

德榮集團成為全資附屬公司後，其收益約為49,200,000港元，而銷售噸數為2,490噸。

前景

中國增長放緩影響全球對金屬產品及解決方案的需求

於中國政府並無推出任何重大經濟刺激措施的情況下，本集團預期全球對優質金屬產品

（尤其用於奢侈產品）的需求將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而減少。然而，相對較依賴西方客戶市

場（如手提電話、玩具及浴室用品—當中利記金屬為主要成分）的前景仍然樂觀。

本集團亦預期，其穩健的資產負債表及預早積極投資的增值服務將維持其整體市場份額，
同時削弱整體需求下跌對其毛利的影響。

利記審慎預計，鋅及鎳於下個財政年度的價格將由有限的全球供應所支持。

推出更多「綠色」金屬解決方案

因應全球工業對環保標準的要求不斷提升，利記將繼續積極發展，透過拓展環保合金種

類，爭取更多對環保標準有所要求的客戶。

長期策略專注於創造價值及提升價值鏈

利記將繼續投資提供生產過程各階段的金屬解決方案及服務，還會積極利用成功成立的利

宏商品及期貨有限公司，進行交叉銷售，將客戶納入利記其他服務的範疇。

對成本及採購進行更嚴厲監管

由於其金屬產品的需求可能下跌，利記將進一步精簡其金屬採購協定，並同時繼續採取措

施限制成本及保障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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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利記顧問團隊的協助下，管理層將審慎發掘包括選定收購在內的高潛力投資機會，以鞏

固利記的市場份額、開拓更多增長機會並為股東帶來長遠回報。

股息

經考慮本集團之發展、本公司之財務業績及狀況後，董事建議向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1港仙（比較期間：每股 1港
仙），總額為 8,287,500港元（比較期間： 8,287,500港元）。待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

批准後，預計股息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一日或前後支付。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將於適當時間刊發及向股東寄發。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自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星期一）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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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資格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所有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22
樓）作登記。

為確定股東收取建議末期股息的權利，本公司將自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四）至二
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股東登記」），期

間概不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立收取建議末期股息的權利，所有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

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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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借貸及其股東注資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無限制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131,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 241,000,000港元），銀行借貸則約為 405,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84,000,000港元）。有關借貸屬短期性質，大部分以美元及港元計值，按市場利率計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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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借貸總額相對權益總額）為 35.5%（於二

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6.5%）。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328%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8%）。

本公司已就若干附屬公司獲取約716,000,000港元之一般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約745,000,000
港元之擔保。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該銀行融資額中已動用約40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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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民幣之間的匯率波動。

僱員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約 200名僱員（比較期間： 200名僱員，當中包括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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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購股權計劃及培訓計劃。於財政年度，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 58,000,000港元

（比較期間：59,000,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財政年度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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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守

則條文。董事並不知悉於財政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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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年度不遵守標準守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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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年度業績

審核委員會經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曾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

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及年度業績。

初步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及綜合財務狀況表以及其相關附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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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列之數額。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在此方面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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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伯中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陳伯中先生、陳婉珊女士、馬笑桃女士、鍾維國先生*、許偉國先生*及何貴

清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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