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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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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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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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之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2）

收益 4 1,161,743 1,271,333
銷售成本 (1,126,180) (1,254,667)  

毛利 35,563 16,666
其他收入 426 711
分銷及銷售開支 (8,524) (8,513)
行政開支 (36,786) (36,81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754 (17,077)  

經營虧損 5 (8,567) (45,029)  

融資收入 3,096 1,202
融資成本 (85) (2,261)  

融資收入╱（成本），淨額 3,011 (1,059)  

應佔合營企業溢利╱（虧損） 1,100 (1,109)  

除所得稅前虧損 (4,456) (47,197)
所得稅開支 6 (356) (114)  

期內虧損 (4,812) (47,31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4,812) (47,311)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的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港仙） 7 (0.58)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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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2）

期內虧損 (4,812) (47,31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能期後重新歸入損益之項目
匯兌差額 1,351 (65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估儲備之變動 (11,669) 10,369

分佔合營企業其他全面收益 248 122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10,070) 9,833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4,882) (37,47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14,882) (3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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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2）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 14,895 15,1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35,740 34,671

遞延所得稅資產 2,946 2,69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 14,427 29,758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19,491 18,143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1,786 3,089  

89,285 103,470  

流動資產
存貨 568,408 532,746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85,823 156,639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383 1,313

可收回所得稅 2,292 3,930

衍生金融工具 264 374

銀行結餘及現金 404,395 421,816  

1,162,565 1,116,818  

總資產 1,251,850 1,22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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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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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368 543,250  

總權益 1,106,536 1,121,418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790 1,727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43,041 94,087

銀行借貸 51 2,492

應繳所得稅 432 450

衍生金融工具 — 114  

143,524 97,143  

總負債 145,314 98,870  

總權益及負債 1,251,850 1,220,288  

流動資產淨值 1,019,041 1,019,6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08,326 1,123,145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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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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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明綜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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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編製截至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外，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
務報表所用者一致（如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述）。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於合營安排的
投資乃視乎各投資者所擁有的合約權利及義務而非合營安排的法定結構分為合作經
營或合營企業。

本集團已評估其合營安排的性質，並將其釐定為合營企業。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前，本集團於其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已按比例綜合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並
不允許將合營企業按比例綜合入賬，而要求按權益會計法處理。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的過渡條文就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
產生的於合營企業的權益採用新政策。本集團於最早呈報期間開始時（二零一二年一
月一日）按先前已由本集團按比例綜合入賬的資產及負債的總賬面值確認其於合營企
業的權益。此乃本集團應用權益會計法處理的於合營企業的權益的認定成本。

根據權益會計法，於合營企業的權益乃按成本初步確認，其後經調整以確認本集團應
佔收購後的損益及於其他全面收入的變動。當本集團應佔合營企業的虧損相等於或超
出其於該合營企業的權益（包括任何長期權益，而該長期權益實質上構成本集團於該
合營企業的投資淨額之一部分），則本集團不會確認進一步虧損，除非其已產生責任
或代表該合營企業作出付款。

本集團與其合營企業之間的交易產生的未變現收益，按本集團於合營企業的權益抵
銷。除非交易提供證據證明所轉讓的資產出現減值，否則未變現虧損亦被抵銷。合營
企業的會計政策已在需要時作出改變，以確保與本集團採納的政策一致。會計政策的
變動已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採納。有關變動對呈報期間的資產淨值並無影響。

會計政策的變動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
務狀況、收益表及現金流量的影響載於下文附註2(a)。會計政策的變動對每股盈利並
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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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續）

中期收入稅項採用預期適用於年度盈利總額的稅率累計。

概無其他於本集團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的會計年度生效的現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
訂及經修訂準則預期會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惟額外及經修訂披露者除外。

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亦無提早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處理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計量及終止確認。該
準則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方適用，惟可提早採納。一經採納，該準則尤其會影響本集團
對其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會計處理，原因是倘公平值收益及虧損與非持作買賣之股權投資
有關，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僅允許在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該等公平值收益及虧損。例
如，可供出售債務投資之公平值收益及虧損將因此須直接於損益賬內確認。

本集團對金融負債的會計處理並不會受影響，原因是新規定僅影響對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的金融負債的會計處理，而本集團並無擁有任何此等負債。終止確認規則乃從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轉入，且並無變動。本集團尚未決定何時採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

概無尚未生效之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預期會對本
集團造成重大影響。

(a)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本集團於合營安排中擁有權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該合營安排被評估為共同
控制實體及按比例綜合入賬。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重估該合營安排
之分類。

本集團合營安排的形式為有限公司，當中規定本集團及各協議訂約方享有該安排項下
有限公司的資產淨值。因此，該實體分類為本集團的合營企業。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本集團已就合營企業採用權益會計法入賬。下表列示
對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
表的影響。每股盈利並不受此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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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續）

(a)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續）

對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

增加╱（減少）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 租賃土地 (545) (551)
— 物業、廠房及設備 (7,805) (8,336)
— 存貨 (3,361) (2,584)
—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171) (3,467)
— 應收╱（應付）共同控制實體合營夥伴款項 (180) 128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313 1,156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202) (10,721)
—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18,143 —  

總計 (12,808) (24,375)  

負債：
—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31) (749)
— 銀行借貸 (12,577) (30,951)
—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 7,325  

總計 (12,808) (2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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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續）

(a)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續）

對簡明綜合收益表的影響

增加╱（減少）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96,705) (23,507)

銷售成本 (93,446) (21,892)

其他收入 (291) (19)

經營開支 (3,373) (1,538)

其他收益，淨額 101 8

融資成本，淨額 (2,245) (1,213)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2,169 1,109  

對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的影響

增加╱（減少）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差額 (332) (122)

應佔合營企業其他全面收益 332 122  

對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的影響

增加╱（減少）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2,036 5,321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27,156) 6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 18,374 1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6,746) 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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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估計

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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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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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確定數據主要
來源的估計所作出的重要判斷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
作出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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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合金及不銹鋼以及其他電鍍化
工產品。以下為於期內確認的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收益
貨品銷售 1,161,743 1,271,333  

(a) 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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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經重列）

香港 934,949 (9,761) 1,013,416 (28,095)

中國大陸 226,794 14 257,917 (568)    

1,161,743 (9,747) 1,271,333 (2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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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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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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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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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業績，撇除每個營運分部業績中的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虧損），淨額及融資收入╱（成本），淨額之影響，作為評估營運
分部之表現準則。

外來客戶收益於抵銷分部間收益後入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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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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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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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1,052,048 199,802 1,251,850   

分部負債 108,494 36,820 145,31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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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資產 1,036,664 183,624 1,220,288   

分部負債 69,757 29,113 98,870   

分部資產及負債分別指本集團的總資產及負債。營運總決策人先前審閱的分部資產及
負債不包括非流動資產、遞延所得稅負債及衍生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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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業績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分部業績總額 (9,747) (28,663)

其他收入 426 711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754 (17,077)

融資收入╱（成本），淨額 3,011 (1,059)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虧損） 1,100 (1,109)  

除所得稅前虧損 (4,456) (47,197)  

5 經營虧損

下列各項已於期內於經營虧損中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750 5,464

租賃土地攤銷 218 218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113,332 1,251,74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27) —

金屬期貨買賣合約的收益 (1,304) (2,01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0,638 20,44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 3,662 12,856

存貨減值撥備╱（撥備回撥） 3,073 (3,724)

應收貨款減值撥備 830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085) 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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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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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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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估計應課稅
溢利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374 541
—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169 —

遞延所得稅 (187) (427)  

所得稅開支 356 114  

7 每股虧損

(a)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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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4,812) (47,311)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千計） 828,750 828,750  

每股基本虧損（以每股港仙計） (0.58) (5.71)  

(b)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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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普通股的數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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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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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行使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將會有反攤薄影響，故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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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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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權證券 14,427 22,712
— 按公平值計量之非上市有限合夥公司 — 7,046  

14,427 2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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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扣減撥備後之應收貨款（附註 (a)） 139,432 119,408

向供應商支付之預付款項 9,369 8,675

按金 1,227 1,324

其他應收款項 35,795 27,232  

185,823 156,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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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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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0至30日 104,397 84,231
31至60日 22,574 22,576
61至90日 7,182 4,868
90日以上 5,279 7,733  

139,432 119,408  

11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應付貨款
— 應付第三方 110,889 67,233
— 應付關連公司 9,571 5,551
向客戶收取之預收款項 13,145 12,002
應計款項 9,436 9,301  

143,041 94,087  

按發票日期的應付貨款的賬齡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重列）

0至30日 116,313 29,094
31至60日 2,178 43,248
61至90日 885 442
90日以上 1,084 —  

120,460 7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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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作比較之二零一二年財務數字經已重列）

整體業務表現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由於世界經濟仍面對重大不明朗因素及出口增長溫和，市場
氣氛好壞參半。美國繼續實施量化寬鬆雖然令市場的緊張情緒得以紓緩，但今年
上半年的增長卻低於平均水平，而歐洲的經濟萎縮似乎已趨於穩定。中國出口仍
然疲弱，其佔製造業總產量約一半，與此同時，基建開支見頂，房屋建設亦放緩。

回顧期內，中國經濟按年增長7.6%，較去年同期顯著放緩，較雷曼兄弟破產前大
幅下跌。儘管遠較其他國家為佳，尤其是考慮到其經濟規模，中國貿易仍面對不
明朗因素，其他地方的發展亦不景氣，包括股市因預期債務購買規模縮減、出口
需求增長放緩、中國信貸流動性收緊及金屬商品供過於求之綜合不利影響。

因此，本集團於中期面對金屬價格整體下跌的壓力，其中鋅（本集團之主要產品）
及鎳分別下跌約11%及20%。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的收益下跌8.62%至約1,162,000,000

港元，相比去年同期的收益約為1,271,000,000港元或減少110,000,000港元。本集團
的銷售噸數由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62,380噸下跌約1.94%至61,170噸。毛利由去年
上半年約16,700,000港元增加至中期約35,600,000港元或增加 113%，主要是由於廣
受客戶重視的可靠增值服務的貢獻（尤其是在不利的營商環境下）所致。

期內的分銷及銷售開支較去年同期增加 0.12%，而行政開支則減少 0.08%或增加
30,000港元。

與去年同期之其他虧損17,000,000港元（有關虧損主要由於上市證券減值12,900,000

港元所致）相比較，中期之其他收益（虧損）有17,800,000港元之改善至收益750,000

港元，其中包括本集團於香港的人民幣資產因中國人民幣升值而產生之匯兌收益
3,080,000港元及金屬期貨合約收益 1,300,000港元。上述匯兌收益及金屬期貨收益
為本集團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計提之減值撥備3,660,000港元所部分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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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中國及地區鋅合金行業的主要經營者

儘管整個行業的業務量減少，惟利記藉著其在中國及地區鋅合金行業仍保持主導
地位，提升市場佔有率。本集團約有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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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金屬供應鏈管理公司的翹楚，本集團為客戶提供獨有的黑色及有色金屬（尤
其鋅合金）加工、採購及分銷「一站式」綜合增值服務。

回顧期內，本集團56.8%的收益來自玩具、休閒用品、家庭用品（如電器及傢具）及
禮品╱高檔產品的製造商。

業務遍及中國所有主要及增長中的製造業地區

利記於深圳、廣州和無錫等華南及華東主要製造業中心設置戰略營銷中心網絡，
佔據穩固的市場地位。

本集團亦將業務拓展至中國西部地區，設立成都辦事處，中國西部已發展成為主
要工業地區之一，取得擴展中的製造活動。

各營銷中心仍不斷擴充及加強利記與客戶的關係，確保本集團在艱難經濟環境下
更易於把握日後增長的商機。

本年度首六個月，利記的中國營銷中心佔本集團收益總額約227,000,000港元或
19.5%（二零一二年上半年：258,000,000港元或20.2%）。收益的80.5%（二零一二年上
半年：79.8%）來自本集團的香港總銷售物流中心，該中心仍為中國進口鋅及其他
有色金屬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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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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在市場獨佔鰲頭。所有供
應商必須遵守生產標準、作業流程和質量監控的嚴格規定，確保本集團的產品達
至國際質量標準。

配套業務擴大收益來源更使本集團產品與眾不同

利記參與多種上下游業務，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因而在主要競爭對手中脫穎而
出，從而增加利潤率、擴大收益來源及保持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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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集
團提供額外收益。利業以利記的香港大埔科技及物流中心為根據地，在中國及
香港經營業務，期內售出約2,220噸不銹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1,830噸），錄得約
44,000,000港元的收益（二零一二年上半年：38,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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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合金的另一穩定來源，協助提高本集團
的核心業務。金利寧波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生產約6,220噸鋅合金（二零一二年上
半年：5,480噸），為本集團貢獻純利約1,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淨虧損
約1,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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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香港實
驗所認可計劃認可。利保與本集團內部技術支援及品質保證相輔相成，提供化學
測試和品質鑑定服務，協助本集團客戶解決生產缺陷、減低生產成本及降低產品
召回和訴訟的風險，為彼等提供大量增值服務。本集團旨在借助利保提高客戶的
忠誠度，從而對本集團的長期收益來源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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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儘管外部宏觀經濟狀況仍然複雜，但不明朗因素亦創造了機會。

雖然全球金融環境持續改善，尤其是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得到紓緩，但全球中期
風險猶存。全球將會快速增長，新興經濟體將繼續領漲。預期美國將會恢復溫和
增長，而歐洲多個國家在修復資產負債表方面困難重重，令復甦受限制。

在中國，隨著對生活質素具有高要求的中產階層興起，加上加速的城鎮化建設，
利記管理層滿懷信心，尤其是在中國政策由出口及投資依賴型轉向以內需為基準
的較緩但可持續增長型，以及整個東南亞基礎設施升級的拉動下，利記高質素產
品將在高端品質市場佔一席位。

憑藉利記穩健的財務狀況，本集團過去順利渡過經濟危機並將繼往開來。為了把
握需求回升的機會，本集團將繼續精簡業務、因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調整產品組合
及借助增值服務（例如利保提供的內部技術支援、品質保證、化學測試和品質鑑
定）大幅提高本集團的整體利潤率。本集團亦會持續加強客戶關係，特別是在中
國東北及西部與東南亞等主要增長地區的客戶。

管理層亦會審慎探索潛在新機會以提高本集團明年的盈利能力。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商品價格風險
（作比較之二零一二年財務數字經已重列）

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資源、銀行借貸及股東資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無限制現金及銀行結餘約404,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22,000,000港元），銀行借貸則約為5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490,000港元）。有關借貸屬短期性質，大部分以美元計值，按市場
利率計息。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借貸總額相對權
益總額）為0.00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2%）。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
資產對流動負債）為810%（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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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就若干附屬公司獲取約844,000,000港元之一般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約
1,094,000,000港元之擔保。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該銀行融資額中已動用約
51,000港元。

本集團參考市況時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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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管理層會在二零一三年餘下期間採用適當的經營策略。

本集團的匯兌風險主要來自港元、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換算。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無）。

僱員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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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或將要授出的購股權，以及培訓計劃。於中期內，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約為20,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上半年：20,500,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中期內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 20 –

企業管治

就董事所知及所信，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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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守則條文規定，亦不察覺於中期內有任何不遵守企業管
治守則之情況。

審閱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經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於本公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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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覺強先生*及許偉國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伯中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日

* 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