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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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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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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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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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036 1,505,557
銷售成本 (1,585,794) (1,257,539)

毛利 331,242 248,018

其他收入及盈利淨額 3 9,789 14,720
銷售及分銷成本 (56,472) (56,599)
行政開支 (154,349) (146,091)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4,153) 1,117
融資成本 (18,491) (9,259)
出售聯營公司之收益 13,186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2,474) 1,386

除稅前溢利 4 118,278 53,292

所得稅開支 5 (16,245) (4,702)

期間溢利 102,033 4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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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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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 95,352 49,453
非控股權益 6,681 (863)

102,033 4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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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港仙 6.2港仙

攤薄 7 11.0港仙 5.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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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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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33 48,59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67 –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02,200 48,590

股東應佔：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 95,519 49,453
非控股權益 6,681 (863)

102,200 4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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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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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2,915 1,512,32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0,714 61,46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7,235 39,70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1,737 206,992
已付按金 20,730 20,730
遞延稅項資產 2,881 2,881

非流動資產總額 1,666,212 1,844,103

流動資產
存貨 1,080,847 988,548
應收賬款及票據 8 564,208 570,25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6,895 39,34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409 607
衍生金融工具 2,111 2,143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40,881 42,441
已抵押存款 92,725 87,415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455,673 252,355

流動資產總額 2,263,749 1,983,10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9 543,724 754,032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150,348 225,437
衍生金融工具 10,243 10,696
應付非控股股東之貸款 12,000 –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 1,600
應付稅項 45,993 33,675
貼現票據之銀行墊款 11,957 24,239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256,134 825,815

流動負債總額 2,030,399 1,875,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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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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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350 107,61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899,562 1,951,715

非流動負債
應付非控股股東之貸款 – 12,000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32,723 251,093
遞延稅項負債 653 684

非流動負債總額 133,376 263,777

資產淨值 1,766,186 1,687,938

股本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
已發行股本 86,992 86,972
儲備 1,626,265 1,554,122

1,713,257 1,641,094

非控股權益 52,929 46,844

股本總額 1,766,186 1,68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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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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而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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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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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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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於本集團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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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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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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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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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詮釋第19號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之改進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目前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會產生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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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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高通脹及移除首次採納者
之固定日期」之修訂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金融資產轉讓」之修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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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財務報表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遞延稅項：
收回相關資產」之修訂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之計量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4

（二零一一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獨立財務報表4

（二零一一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4

（二零一一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 合營企業權益4

香港（會計詮釋委員會） 綜合入賬－特別用途實體4

－詮釋第12號
香港（會計詮釋委員會） 共同控制實體－合營方非貨幣貢獻4

－詮釋第13號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新訂準則可能對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呈報金額產生影響。本集團之管理層正在確

定有關財務影響。

2. 營運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成不同業務單位，有下列三個報告營運分部：

(a) 布料產品分部從事生產及銷售針織布料、色紗及提供相關加工服務；

(b) 成衣產品分部從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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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會分開監察本集團營運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方面作出決定。分部表現

乃根據經調整之除稅前溢利／（虧損）而計量之報告分部溢利／（虧損）來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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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間收益及轉撥乃參考向第三方進行銷售時所用之售價，並按當時之市價進行。

布料 成衣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審核）

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1,805,201 111,835 – 1,917,036
分部間收益 33,905 – – 33,905

1,839,106 111,835 – 1,950,941
對銷分部間收益 (33,905)

收益總額 1,917,036

分部溢利／（虧損） 125,572 13,488 183 139,243
融資成本 (18,298) (107) (86) (18,491)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2,474) – – (2,474)

除稅前溢利 104,800 13,381 97 118,278
所得稅開支 (15,345) (898) (2) (16,245)

期間溢利 89,455 12,483 95 102,033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審核）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3,701,946 132,912 3,250 3,838,108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7,235 – – 37,23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51,737 51,737
遞延稅項資產 2,881 – – 2,881

資產總額 3,742,062 132,912 54,987 3,929,961

分部負債 2,125,786 27,449 9,887 2,163,122
遞延稅項負債 653 – – 653

負債總額 2,126,439 27,449 9,887 2,163,775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審核）

折舊及攤銷 101,010 2,400 6 103,416
資本開支 77,728 5,519 – 8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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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料 成衣 其他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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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370 110,598 – 1,525,968
對銷分部間收益 (20,411)

收益總額 1,505,557

分部溢利／（虧損） 52,931 8,265 (31) 6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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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29 8,130 (167) 53,292
所得稅開支 (4,702) – – (4,702)

期內溢利／（虧損） 40,627 8,130 (167) 48,590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審核）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3,451,154 122,951 3,522 3,577,627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9,709 – – 39,70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206,992 206,992
遞延稅項資產 2,881 – – 2,881

資產總額 3,493,744 122,951 210,514 3,827,209

分部負債 2,087,326 36,973 14,288 2,138,587
遞延稅項負債 684 – – 684

負債總額 2,088,010 36,973 14,288 2,13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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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比較金額已作修改，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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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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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568 541,600

香港 375,388 275,438

韓國 351,822 173,224

中國大陸 284,211 227,660

台灣 172,421 147,562

其他 201,626 140,073

1,917,036 1,505,557

上述收益資料乃按客戶所在地計算。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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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223 1,562,197

香港 97,287 255,751

馬達加斯加 21,124 22,491

新加坡 98 79

其他 599 704

1,663,331 1,8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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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3,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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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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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201 1,394,959

生產及銷售成衣產品及提供相關加工服務 111,835 110,598

1,917,036 1,505,557

其他收入

貨運服務收入 1,927 2,694

銀行利息收入 609 437

總租金收入 164 225

其他 11,073 13,642

13,773 16,998

盈利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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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190)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沖條件

惟期內已到期之交易 4,346 8,327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沖條件及

未到期之交易 (8,132) (10,415)

(3,984) (2,278)

其他收入及盈利淨額 9,789 1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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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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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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5,794 1,257,539

研究及開發成本 3,068 2,518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折舊 102,667 90,556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749 751

無形資產攤銷 – 196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73,223 145,696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 6,606

退休金計劃供款 5,252 3,971

178,475 156,273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之最低租金 3,663 2,7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 (527)

應收賬款減值 2,146 –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撥回 (2,0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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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190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沖條件

惟期內已到期之交易 (4,346) (8,327)

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對沖條件及

未到期之交易 8,132 10,415

匯兌差異淨額 3,172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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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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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支出 12,500 1,400

即期稅項－其他地區

期內支出 3,776 3,302

遞延稅項抵免 (31) –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6,245 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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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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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議決不就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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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95,35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9,453,000港元）及被視為已於期間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869,916,790

股（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99,539,11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95,35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9,453,000港元）計算。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

期間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亦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以及假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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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基準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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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95,352 4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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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數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審核） （未審核）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期間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869,916,790 799,539,110

攤薄效應－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21,578 45,185,396

869,938,368 844,724,506

8. 應收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交易一般會有二至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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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進行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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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收賬款及票據涉及眾多不同客戶，故並無重大集中之信貸風險。

於期間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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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已審核）

1個月內 222,477 307,266

1至2個月 138,573 174,662

2至3個月 143,389 57,100

3個月以上 59,769 31,229

564,208 570,257

計入上述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及票據之總額11,95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24,239,000港元）之款項已向銀行貼現以換取現金，並計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之「貼

現票據之銀行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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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期間末，本集團應付賬款及票據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已審核）

3個月內 463,827 576,934

3至6個月 75,169 170,730

6至12個月 4,516 2,365

1年以上 212 4,003

543,724 754,032

應付賬款及票據乃免息，一般須在二至四個月償還信用期內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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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在消費者信心不穩定及經營成本不斷上漲的壓力下，對紡織及成衣業
而言營商環境無疑是困難。然而，憑藉本集團龐大的生產規模、穩健的現金流以及明確的業
務方針，使其業績表現在激烈的業內競爭中脫穎而出，並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取得斐然的中期業績。

於期間內，本集團整體銷售收入增長約27.3%至1,917,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505,600,000港元）。毛利增長約33.5%至331,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248,000,000港元），除稅後純利（扣除任何非控股權益前）攀升至約
102,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8,600,000港元），大幅上升約
109.9%。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純利大幅增長約92.7%至95,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9,500,000港元）。純利顯著上升主要是由於(1)本集團集中發展及拓展
分銷渠道及網絡；及(2)本集團的布料平均售價上升，而提高本集團布料業務之效率。

於期間內，本集團地區銷售業績表現穩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及韓國市場分別
較去年同期錄得24.8%、36.3%及103.1%之增長率。增長強勁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亞洲建立完
善銷售網絡之優勢所致。

由於本集團之主要原料棉紗價格大幅波動，持續對小型紡織同業之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響，
故本集團預期全球紡織及成衣業會出現進一步之市場整合。作為業內領導者之一，本集團將
受惠於該市場合理化調整，造成訂單流向如本集團般擁有高知名度及龐大規模的供應商。此
舉將進一步鞏固本集團之收入，長遠而言提升本集團之市場佔有率。

毛利率由去年同期之16.5%升至17.3%，純利率則由去年同期之3.2%急升至5.3%。毛利率增加
主要是由於產品售價及產量提高所致。這得益於本集團於期間內採取靈活採購棉紗之策略及
加大力度控制庫存。此外，擴大產量讓本集團擁有更強大之議價能力，並將新增成本轉嫁予
客戶，故可盡量減輕本集團利潤之壓力。

重大發展

本集團已確認市場對增加鐵礦供應來源之需要，故於二零零八年初與行業專家成立合營企業，
並開展馬達加斯加Soalala採礦項目（「該項目」）之投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攤薄於該項目之實益權益，並分兩期收款。首期收款為30,000,000美元，而出售事項產生之淨
收益約為13,200,000港元。第二期收款將待達成若干條件後，方可作實。出售事項之詳情分別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公佈及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之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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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本集團就現有中國及香港短期貸款之再融資、提供額外營運資金
及其於中國現有恩平生產綜合廠房之生產設施作日後擴展提供資金，成功從銀團取得期限為
三年半之銀團貸款融資690,000,000港元，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2.25厘。有關擴展可
增加產品多元化，以滿足本集團客戶的未來需求。

前景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之資料，中國消費品之零售總銷售量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按年上升
16.8%，而同期中國服裝之零售銷售量超過一般零售市場7.1個百分點，按年增長23.9%。據進
一步估計，截至二零二零年，中國之富裕消費者人數將由50,000,000人增加至近三倍，達
140,000,000人，因此，優質紡織及成衣之需求預期將進一步增長。憑藉國內經濟快速增長及
消費能力不斷增強，本集團將鞏固於中國紡織及成衣供應鏈之主導地位，繼續專注於該地區
之發展。

本集團將因應市場需求，適當發展及擴展其現有恩平生產廠房。產能提升將使本集團在減少
依賴加工商加工若干高端產品的同時，取得更多訂單。本集團亦致力改善產品組合，以於可
見將來生產非季節性及高端功能產品。本集團將盡心竭力，提升本集團全年之產能，預期其
利潤率可獲得顯著提高。

展望將來，董事會相信整體業務前景仍然艱鉅，然而本集團會克服所有障礙，成為業內最強
大之製造商之一。憑藉本集團全面化業務模式、審慎地庫存控制、日益擴大客戶群為基礎以
及顯越超卓的營運效率，本集團有信心可繼續為股東帶來可持續之盈利，再創輝煌成就。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益約為1,917,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整
體增長約27.3%。收益增加主要由於銷售訂單、產品價格及產能分別有所增長所致。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約為331,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33.5%。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約為17.3%，較去年同期約16.5%增加約4.8個百
分點。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1)本集團重點發展及拓展分銷渠道及網絡；及(2)本集團的布料平
均售價上升，而提升本集團布料業務之效率。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稅後純利（扣除任何非控股權益前）攀升至102,0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約109.9%。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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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92.7%。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純利率由去年同期約3.2%升至約5.3%，升幅約65.6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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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及銷售開支較去年同期增長約4.0%。相比營業額增加，管理層對行政及銷售開支的各個
層面採取嚴格之成本控制。由於兩筆新有期貸款及中國短期貸款所產生之利息開支增加，導
致財務開支增加98.9%至約18,500,000港元。其他收入減少約33.3%至約9,800,000港元，原因是
在市場整合過程中運費報銷及蒸汽銷售減少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233,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約107,60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增加乃主要由於溢利增加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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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1倍）。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約為1,412,8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113,100,000港元）。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為455,70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52,400,000港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保持在健康水平，約
為49.1%（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2.9%）。淨債務資產負債比率乃以淨債務除以總資
本加淨債務計算所得。淨債務包括所有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貼現票據之銀行墊款、應付非
控股股東之貸款、應付聯營公司款項、應付賬款及票據以及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減現金
及現金等同項目。股本總額包括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列擁有人之股本。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長期貸款約為132,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263,100,000港元），其中包括計息銀行借貸約129,2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245,900,000港元）、應付長期融資租賃約3,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5,200,000港元）。長期貸款減少乃主要由於兩筆承諾有期貸款之部分款項將於十二個月內償
還，故已轉為流動負債。

外匯及利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約有68.2%（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8.6%）之銷售以美元列值，而餘
下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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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承受因主要涉及美元及人民幣之貨幣風險而產生之外匯風險。於期間內，其他貨幣之
兌換率一直相對穩定，對本集團成本結構影響甚微。管理層會密切監察外匯變動，於有需要
時會決定採取合適之對沖措施。

本集團之借貸主要以浮動利率基準計算。管理層會留意利率變動情況，並於有需要時以審慎
及專業之方式使用對沖工具。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合共約為56,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59,4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乃以融資租賃持有。於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銀行存款約92,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87,500,000港元）被抵
押予銀行以獲取若干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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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一項金額為10,000,000美元之短期貸款乃以本公司於其聯營公司之
權益（賬面值為51,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作擔保及抵押。

資本開支

於期間內，本集團於非流動資產之投資約為83,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139,400,000港元），其中約57.5%（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7.9%）用
作購買廠房及機器、約37.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7%）用作收購及興
建新工廠大樓、餘額用作收購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約為31,10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1,100,000港元）。所有款項均分別以內部資源及資本市場集資
所得撥付。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出售協議，據此，（其中包
括）本集團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收購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部分權益及於Soalala採礦項目之攤薄
實益權益。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完成，而出售事項產生之淨收益約為13,200,000
港元。出售事項之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公佈及日期為二零
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之通函內。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有6,848名（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351名）僱
員，於馬達加斯加有3,751名（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44名）僱員，而於香港、澳門、
新加坡及韓國有180名（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1名）僱員。薪酬待遇一般經參考市場
條款及個別資歷而釐定。薪金及工資一般根據表現評估及其他有關因素每年檢討。本集團根
據僱員之表現及本集團之業績而給予員工酌情花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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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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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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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良好之企業管治常規。本公司深信，良好企業管治能提供一個框架，對有效
之管理、健全之企業文化、成功之業務發展及提升股東價值至為重要。本公司於此期間一直
奉行有關原則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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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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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為李卓然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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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