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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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AM H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307）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
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收益 2, 3 1,505,557 1,235,526
銷售成本 (1,257,539) (1,017,410)

毛利 248,018 218,116

其他收入及盈利淨額 3 14,283 9,192
銷售及分銷成本 (56,599) (51,848)
行政開支 (146,091) (119,103)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1,117 3,480
融資收入 437 90
融資成本 (9,259) (9,45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1,386 (184)

除稅前溢利 4 53,292 50,293

所得稅開支 5 (4,702) (5,160)

期間溢利 48,590 45,133



— 2 —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股東應佔：
本公司普通股本權益 49,453 46,260
非控股權益 (863) (1,127)

48,590 45,133

中期股息 6 無 無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7 6.2 港仙 7.2 港仙

攤薄 7 5.9 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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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期間溢利 48,590 45,133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8,590 45,133

股東應佔：
本公司普通股本權益 49,453 46,260
非控股權益 (863) (1,127)

48,590 4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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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93,225 1,444,53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2,345 63,096
無形資產 2,384 2,580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6,971 27,41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00 300
已付按金 21,399 21,399

非流動資產總額 1,616,624 1,559,325

流動資產
存貨 852,487 520,992
應收賬款及票據 8 458,564 384,7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2,289 31,09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383 573
衍生金融工具 2,021 2,314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38,000 6,88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96,697 3,287
可收回稅項 — 45
已抵押存款 40,467 40,382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351,555 390,821

流動資產總額 1,872,463 1,381,10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9 777,046 499,568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14,368 83,992
衍生金融工具 12,437 15,436
應付少數股東之貸款 — 8,000
應付稅項 27,199 26,272
貼現票據之銀行墊款 12,633 —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741,317 662,159

流動負債總額 1,685,000 1,29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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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已審核）

流動資產淨額 187,463 85,67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804,087 1,644,998

非流動負債
應付少數股東之貸款 12,000 —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03,819 156,893
遞延稅項負債 508 508

非流動負債總額 216,327 157,401

資產淨值 1,587,760 1,487,597

股本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
已發行股本 80,352 77,349
儲備 1,467,926 1,369,903

1,548,278 1,447,252

非控股權益 39,482 40,345

股本總額 1,587,760 1,48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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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報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16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獲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閱。

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使用之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本集團採納以下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之期間之強制性修訂之影響除外。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將於本集團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

之修訂（納入二零零八年 經營業務 — 計劃出售於一家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

十月頒佈之香港財務 之修訂

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 合資格對

沖項目」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付款

—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以股份付款交易」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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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派非現金資產予擁有人

— 詮釋第17號

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來處理收購日期處於二零一零年一

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業務合併之會計事宜。另外，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和獨立財務報表」之規定處理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有關於取得控制權後於附屬公

司之所有權權益發生變動及失去對附屬公司之控制權所牽涉之會計事宜。

由於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適用的本中期報告期

間並無有關交易發生，因此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

訂）以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其後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目前及過往會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發生任何影響。

本集團未來期間之業績可能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以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其後修訂適用的日後交易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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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目前及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會產

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於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涵蓋期間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且與本集團財務報表

有關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 — 供股之分類」

之修訂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 — 就首次採納者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比較

數字授出有限豁免」之修訂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 詮釋第14號（修訂）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之修訂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3

—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視情況而定）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之修

訂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營運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時按產品及服務劃分成不同的經營單元，並擁有下列三個報告營運分部：

(a) 布料產品分部涉及生產及銷售針織布料、色紗及提供相關加工服務；

(b) 成衣產品分部涉及生產及銷售成衣產品及提供相關加工服務；及

(c) 「其他」分部包括提供空運及海運服務及採礦。

管理層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決策來分開監控本集團營運分部的業績。分部表現乃按報告

分部溢利進行評估，報告分部溢利／（虧損）即除稅前經調整溢利／（虧損）。

分部間收益及轉讓乃經參考與第三方交易的售價，並按當時的市價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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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料 成衣 其他 對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394,959 110,598 — — 1,505,557

分部間收益 20,411 — — (20,411) —

收益總額 1,415,370 110,598 — (20,411) 1,505,557

分部溢利╱（虧損） 53,878 8,264 (40) (1,374) 60,728

融資收入 427 1 9 — 437

融資成本 (8,988) (135) (136) — (9,25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1,386 — — — 1,386

除稅前溢利╱（虧損） 46,703 8,130 (167) (1,374) 53,292

所得稅開支 (4,702) — — — (4,702)

期間溢利╱（虧損） 42,001 8,130 (167) (1,374) 48,59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審核）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3,234,546 121,449 98,384 (2,563) 3,451,816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6,971 — — — 36,97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300 — 300

資產總額 3,271,517 121,449 98,684 (2,563) 3,489,087

分部負債 1,839,732 45,378 15,709 — 1,900,819

遞延稅項負債 508 — — — 508

負債總額 1,840,240 45,378 15,709 — 1,901,327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審核）

折舊及攤銷 89,482 1,774 247 — 91,503

資本開支 134,407 4,946 — — 13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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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料 成衣 其他 對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132,116 103,410 — — 1,235,526

分部間收益 61,715 39 — (61,754) —

收益總額 1,193,831 103,449 — (61,754) 1,235,526

分部溢利╱（虧損） 52,078 8,934 (51) (1,124) 59,837

融資收入 89 1 — — 90

融資成本 (9,336) (113) (1) — (9,45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

溢利減虧損 (184) — — — (184)

除稅前溢利╱（虧損） 42,647 8,822 (52) (1,124) 50,293

所得稅開支 (5,124) — (36) — (5,160)

期間溢利╱（虧損） 37,523 8,822 (88) (1,124) 45,133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2,864,067 131,043 11,137 (93,538) 2,912,709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27,416 — — — 27,41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300 — 300

資產總額 2,891,483 131,043 11,437 (93,538) 2,940,425

分部負債 1,408,644 28,195 15,481 — 1,452,320

遞延稅項負債 508 — — — 508

負債總額 1,409,152 28,195 15,481 — 1,452,828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折舊及攤銷 65,463 1,711 248 — 67,422

資本開支 85,776 364 — — 8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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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新加坡 541,600 497,491

香港 275,438 188,195

中國大陸 227,660 83,863

韓國 173,224 117,214

台灣 147,562 139,941

美國 67,122 94,763

其他 72,951 114,059

1,505,557 1,235,526

上述收益資料乃按客戶所在地計算。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已審核）

中國大陸 1,536,964 1,498,765

香港 51,840 35,801

馬達加斯加 26,973 23,854

新加坡 97 116

其他 750 789

1,616,624 1,559,325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按資產所在地計算。

主要客戶資料

約183,6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73,300,000港元）之收益來自向一名單一客戶之布料產品分部

銷售及成衣產品分部之加工服務，包括向已知與該客戶受共同控制之一組實體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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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其他收入及盈利淨額

收益（亦指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已售貨品（減退貨及貿易折扣）及本集團提供服務之發票淨值。

收益、其他收入及盈利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收益

生產及銷售針織布料、色紗及提供相關加工服務 1,394,959 1,132,116

生產及銷售成衣產品及提供相關加工服務 110,598 103,410

1,505,557 1,235,526

其他收入

貨運服務收入 2,694 1,613

總租金收入 225 230

其他 13,642 7,962

16,561 9,805

盈利：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 持作買賣 (190) (106)

衍生金融工具 — 不符合對沖條件

及期內已到期之交易 8,327 11,821

衍生金融工具 — 不符合對沖條件

及未到期之交易 (10,415) (12,328)

(2,278) (613)

其他收入及盈利淨額 14,283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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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銷售存貨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1,257,539 1,017,410

研究及開發成本 2,518 2,503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90,556 66,487

預付土地租賃攤銷 751 739

無形資產攤銷 196 196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45,696 122,524

以權益支付購股權之開支 6,606 —

退休金計劃供款 3,971 4,471

156,273 126,995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 2,780 2,71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盈利 (527) (79)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 (2,552)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以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 持作買賣

衍生金融工具 190 106

— 不符合對沖條件及期內已到期之交易

衍生金融工具 (8,327) (11,821)

— 不符合對沖條件及未到期之交易 10,415 12,328

匯兌差異淨額 (1,751) (1,596)



— 13 —

5. 所得稅支出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

期間支出 1,400 2,378

即期稅項 — 其他地區

期間支出 3,302 2,981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6)

遞延稅項抵免 — (193)

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4,702 5,16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作出撥備。其

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6. 股息

董事會議決於期間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49,453,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46,260,000港元）及被視為已於期內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799,539,110股（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44,583,000股）計算。

期內，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49,453,000港元計算。計算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乃使用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亦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普通股之加權平

均數乃假設已於視作行使或將所有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兌換為普通股時無償發行。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基準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4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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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股份

用於每股基本盈利計算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799,539,110

攤薄影響 —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45,185,396

844,724,506

8. 應收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交易一般會有最長兩個月之免息償還信用期（惟若干具穩健財政狀況、良好還

款記錄及信譽良好之長期客戶則享最長四個月之信用期）。本集團對未結清之應收賬款進行嚴密

監控，並設有信貸監控部門以將信貸風險減至最小。過期賬款會由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閱。基

於以上所述及本集團的應收賬款及票據涉及眾多不同的客戶，故並無重大集中之信用風險。

於期末，本集團應收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計算及已扣除減值撥備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1個月內 238,710 159,956

1至2個月 136,773 105,647

2至3個月 60,431 85,085

3個月以上 22,650 34,023

458,564 384,711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及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計入上述應收賬款及票據之總額12,63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無）之款項已向銀行貼現以換取現金，並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列作「貼現票據之銀

行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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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期末，本集團應付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593,235 419,949

3至6個月 177,173 79,220

6至12個月 5,418 130

1年以上 1,220 269

777,046 499,568

應付賬款及票據乃免息，一般須在2至4個月內繳付。本集團之應付賬款及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

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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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期內，本集團整體銷售收入增長約21.9%至1,505,6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235,500,000港元）。毛利增長約13.7%至248,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218,100,000港元），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純利略微增長約6.9%至
49,5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6,300,000港元）。倘不計及兩項非經
常性支出項目（即分拆業務產生的法律及專業費用及僱員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
人應佔經營純利較去年同期實際增長率為40%。

於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全球經濟呈現積極的復甦跡象。儘管零售商趨於維持低水平庫
存，惟隨著歐美等市場消費者信心的增長，紡織及成衣業預期將逐步趨於穩定。市場狀況明
顯轉好令人備受鼓舞，加上恩平布廠良好的基礎以及紡織生產設施提升，本集團錄得持續收
益增長21.9%至1,505,600,000港元，進一步鞏固了集團在紡織及成衣業的地位。然而，本集團
於期內的整體毛利率已由去年同期的17.7%下降至16.5%，主要由於原材料、勞動力及燃料成
本上升所致。

自二零零九年以來，由於棉花產能不足以及印度及巴基斯坦等國家的出口配額限制，導致原
材料成本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整個紡織行業已不堪重負。然而，由於本集團對現金流量妥
善管理，透過預先議定價格之方法購買棉紗以「鎖定」棉花成本，從而得以妥善應對營運中的
突發情況。此外，本集團亦將部分材料增加的成本轉嫁予客戶，從而令我們的利潤壓力減至
最低。此等積極的策略效果顯著，有效抵銷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影響，並保持穩定的利潤率。

此外，不斷上升的勞動力及燃料成本亦對本集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營運業務帶來巨
大壓力，本集團於期內透過實施嚴格的內部成本控制，集中保持業務發展勢頭以及減少營運
風險，以穩定利潤率。由於不斷上升的成本將令無法承擔直接財務負擔的公司（尤其是中小型
企業）破產，預期市場將進一步整合，從而為本集團的長期發展提供了更多新的業務契機並為
日後市場份額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增長空間。

本集團致力將其產品組合滲透到新消費分部層面，因此管理層目前正研究進軍非季節性及高
產值產品的生產，以改善本集團的產品組合。長期而言，這一新舉措有望帶來可觀穩定的回
報。基於新商品訂單將提高商品生產設施及勞動力的全年利用率，我們還將維持適當的地區
性擴展策略，籍此不斷加強我們的產品在亞洲區內的知名度及曝光率。該策略亦將有助我們
平衡全球客戶分佈，減少我們對美國的紡織及成衣市場的依賴。目前，本集團來自中國、韓
國及香港的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分別大幅增長171%、48%和46%。本集團將保持於潛在市場的
銷售增長勢頭，以實行公司地區擴張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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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體現我們專一的業務發展策略以及把握未來的發展機遇，本集團將在恩平成立一間
新製衣廠以擴展我們在中國的生產規模。該製衣廠預計於第四季度開始投入運作，以針對國
內流行品牌及零售商之生產。此外，本集團旨在實施積極的銷售及推廣策略，充分利用新製
衣廠資源，以及將本集團優質的產品及高效率的服務帶給中國消費者，令中國消費者受益。

重大發展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管理層宣佈考慮將本集團的成衣部分拆並獨立上市。該計劃目前正處於
檢討階段，而本集團就構建重要平台以有效分配資源促進服裝行業發展的策略仍保持不變。
一旦計劃出現任何進展，本集團將於必要時另行刊發公告。

此外，於二零一零年一月，本集團以每股股份2.30港元的價格配售30,000,000股新股份，籌集
所得款項總淨額約65,200,000港元。本集團成功配售新股顯示市場對本集團業務發展之信心，
並為日後發展提供充足資金。

本集團致力發展核心業務之同時，將繼續實行雙重發展策略，積極拓展採礦業務。於二零一
零年五月，本集團與武漢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及廣東省廣新外貿集團有限公司組建之合營公
司香港武鋼廣新錦華資源有限公司，已與馬達加斯加政府就非洲馬達加斯加Soalala區之鐵礦
資源開採權利簽署了正式合約。此發展項目預期將為我們的股東帶來新的及更廣泛的收入來
源，並令本集團實現多元化的業務競爭力。

前景

展望未來，紡織及成衣業的業務前景正在緩慢而穩步地復甦，因此本集團有信心，我們高效
靈活的一站式供應鏈業務模式將隨著日後我們在中國的擴展，不斷鞏固我們在全球紡織市場
中的地位。此外，管理層將繼續積極地監察市場狀況，利用現有的專業技術評估我們的發展
策略，嚴格執行成本控制以實現持續盈利及為股東帶來更高回報。

於發展核心紡織業務的同時，本集團將繼續鞏固我們於採礦業的擴展策略。本集團將與合作
夥伴攜手合作，積極履行我們的合作職責，確保Soalala項目順利完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益約為1,505,600,000港元，包括布料、色
紗及成衣產品銷售。整體收益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1.9%，主要由於銷售額回升、生產能力及訂
單價格增長之綜合影響所致。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約為248,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3.7%。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約為16.5%，較去年同期約17.7%下降約1.2個百
分點。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原材料、勞動力及燃料成本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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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純利約為49,5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略微上升約6.9%。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純利率由去年同期約3.7%
降至約3.2%，跌幅約0.5個百分點。

行政及銷售開支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8.6%，主要原因是分拆業務產生的法律及專業費用、僱員
購股權計劃及銀行手續費增加。由於銀行利率較低及還款後貸款規模較小，導致財務開支由
去年同期約9,500,000港元減少約2.1%至約9,300,000港元。其他收入由去年同期9,200,000港元
增長約55.4%至約14,300,000港元，主要原因為來自發電廠向周邊工廠銷售蒸汽的收益增長。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87,5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約85,70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增加乃主要由於二零一零年一月股
份配售產生之額外融資合共65,200,000港元及應收賬款季節性因素所致。本集團經常檢討其財
務狀況，並透過內部產生之資源及長期銀行貸款撥付經營資金，以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本
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1.1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1倍）。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約為969,8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827,100,000港元）。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為351,600,000港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90,800,000港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保持在健康水平，約為
49.4%，與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近（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1.3%）。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長期貸款約為215,8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156,900,000港元），其中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約180,4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132,900,000港元）、長期融資租賃應付款項約23,4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24,000,000港元）及少數股東貸款約1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長期貸款增長主要由於期內額外長期借貸12,000,000美元用作運營資金所致。

外匯及利率波動之風險

本集團約有68.6%（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7.6%）之銷售額乃以美元列值，
而餘下銷售額則以港元及人民幣列值。本集團大部分銷售成本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列值。
因此，本集團承受因貨幣風險（主要為美元及人民幣）而產生之外匯風險。於期內，人民幣匯
率相對穩定。管理層密切監察外匯變動，於有需要時會決定進行合適之對沖活動。於期內，
其他貨幣之匯率一直相當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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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借貸主要按浮動利率計算。為將因利率波動而產生之任何潛在財務影響減至最低，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與銀行訂立三年期利率掉期，以將450,000,000港元款額（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50,000,000港元）之利率固定在2.7%左右。本集團將會留意利率變動情
況，及於有需要時使用其他對沖工具。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合共約為65,3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63,7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乃以融資租賃持有。於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銀行存款約40,5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0,400,000港元）被抵
押予銀行以獲取若干銀行信貸。

資本開支

於期內，本集團於非流動資產之投資約為139,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86,100,000港元），其中約87.9%（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7.1%）用作
購買廠房及機器、約8.7%（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9.2%）用作購買及興建新
工廠大樓，而餘款則用作購買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零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約為44,600,000港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0,500,000港元），將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提供資金。按上文所述，本
集團可在資本承擔到期時支付有關承擔。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附追索權之貼現票據約為12,6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獲得信用證支持。本集團向僱員提供可能在日後長期服務金之或然負債之最
高可能金額約為1,9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700,000港元）。

重大收購或出售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進行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5,500名僱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00名）
駐於中國，2,680名僱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50名）駐於非洲馬達加斯加，158名
僱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0名）駐於香港、澳門、新加坡及韓國。僱員薪酬維持可
觀水平，並可獲發酌情花紅。本集團亦參與多項定額供款計劃及保險計劃，以符合世界各地
多個地區法律及規例之法定責任規定。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 20 —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間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巿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本公司深信良好的企業管治能為有效的管理、健全的
企業文化、成功的業務發展及股東價值的提升確立框架。本公司於期內一直採用有關原則及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育棠先生（主席）、朱克遐女士及何智囱先生。
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討論
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並已在提交董事會批准前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未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戴錦春先生、戴錦文先生、張素雲女士、黃少玉女士、莊秋霖先
生及黃偉桄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卓然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育棠先生、朱克遐女士及
何智囱先生。

致謝

董事會衷心感謝股東、投資者及業務夥伴之持續支持，以及員工辛勤努力。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戴錦春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