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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永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
十日止年度根據香港一般接納之會計原則編製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個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營業額 1 276,439 201,005
銷售成本 (170,985) (131,280)

毛利 105,454 69,725
其他收入 13,088 13,549
銷售及分銷成本 (5,379) (4,315)
行政支出 (44,048) (36,339)
其他經營收益／（開支）淨額 3,784 (4,109)

經營業務溢利 72,899 38,511
融資成本 (44) (7)

除稅前溢利 2 72,855 38,504
稅項 3 (5,829) (6,799)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67,026 31,705
少數股東權益 2 24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67,028 31,729

股息 4
中期股息 2,037 840
建議末期股息 3,600 2,832

5,637 3,672

每股盈利 5
基本 1.35港元 0.90港元

攤薄 1.34港元 0.88港元

本公司其後將盡快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上公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須予披露之詳情財務資料。

WING LEE HOLDINGS LIMITED
永 利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76）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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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為年內售出貨物減去貿易折扣及退貨後之發票值，惟不包括集團內公司間之一切交易。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根據其業務性質及其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而獨立組成及管理。本集團各業務分類均
為提供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業務單位，所承受之風險及回報有別於其他業務分類。有關業務分類之詳情概
述如下：

(a) 製造及買賣電源開關、插座及相關材料分部；

(b) 物業投資分部；

(c) 證券投資分部；及

(d) 公司及其他分部包括銷售高密度電線排線及其他公司收入及開支項目。

於決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部時，收入及業績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劃分之分部呈列，而資產則根據資產所在地
劃分之分部呈列。

分部間之銷售及轉讓乃參照按當時適用市價向第三方作出之銷售所使用之售價進行交易。

(a) 業務分部
下表乃按本集團業務分部呈列之收入、溢利／（虧損）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製造及買賣電源開關、

插座及相關材料 物業投資 證券投資 公司及其他 對銷 綜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分部收入：
向外界
客戶銷售 272,711 199,916 － － － － 3,728 1,089 － － 276,439 201,005

其他收入 － － 2,019 1,815 11,141 8,053 2,708 3,075 (3,728) (4,455) 12,140 8,488

272,711 199,916 2,019 1,815 11,141 8,053 6,436 4,164 (3,728) (4,455) 288,579 209,493

分部業績 100,541 64,822 1,253 739 10,031 8,053 2,242 3,663 (3,728) (4,455) 110,339 72,822

利息收入及
未分配收入
／收益 948 5,061

未分配開支 (38,388) (39,372 )

經營業務溢利 72,899 38,511
融資成本 (44) (7 )

除稅前溢利 72,855 38,504
稅項 (5,829 ) (6,799 )

未計少數股東
權益前溢利 67,026 31,705

少數股東權益 2 24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溢利淨額 67,028 3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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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及買賣電源開關、
插座及相關材料 物業投資 證券投資 公司及其他 綜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分部資產 92,455 76,373 54,651 24,364 200,271 161,365 6,220 1,811 353,597 263,913

未分配資產 61,116 49,021

資產總值 414,713 312,934

分部負債 (645) (2,947) (6,553) (683) －－－－－ － (12) (275) (7,210) (3,905)

未分配負債 (69,233) (60,218)

負債總額 (76,443) (64,123)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8,330 6,954 766 1,076 －－－－－ － 996 1,098 10,092 9,128
未分配款額 2,821 834

12,913 9,962

持有至到期日證券攤銷 －－－－－ － －－－－－ － 1,110 － －－－－－ － 1,110 －
直接於股本中確認之
重估盈餘 －－－－－ － 4,774 － －－－－－ － －－－－－ － 4,774 －

積存及滯銷存貨撥備 5,860 322 －－－－－ － －－－－－ － －－－－－ － 5,860 322
呆壞賬撥備／撇銷 559 111 －－－－－ － －－－－－ － －－－－－ － 559 111
資本開支 11,236 6,827 25,916 1,804 －－－－－ － －－－－－ 171 37,152 8,802
未分配款額 3,525 －

40,677 8,802

(b) 地區分部
下表乃按本集團地區分部呈列之收入、業績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本集團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其他地方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其他 總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分部收入：
向外界
客戶銷售 178,463 138,506 16,266 4,386 24,567 22,497 36,064 22,363 21,079 13,253 276,439 201,005

分部資產 125,483 80,764 37,420 31,608 － － － － － － 162,923 112,372

未分配資產 251,810 200,562

資產總值 414,713 312,934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25,916 2,343 14,761 6,459 － － － － － － 40,677 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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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2,913 9,962
出售債務證券之虧損 385 89
出售股本證券之收益 (98) (23)
債務證券之未變現收益 (3,847) (2,696)
上市股本證券之未變現收益 (636) －
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已支付之利息開支 20 7
財務租賃利息之開支 24 －

3. 稅項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年度之即期稅項支出：
　香港 6,143 2,885
　海外 298 3,850
過往年度之撥備不足 49 189
遞延稅項 (661) (125)

年度之稅項支出總額 5,829 6,799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香港業務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7.5%之稅率（二零零三年：17.5%）撥備。其他地
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奉行之稅率計算。

本公司於中國經營之兩間全資附屬公司須繳納之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27%（二零
零三年：27%）計算。其中一間在中國註冊之附屬公司於首兩個獲利年度享有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而其後三年之企業所得稅則可獲減免50%。於本年度，由於本集團其他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並無產生任何
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此作出任何所得稅撥備。

4. 股息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六日支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港仙。

董事會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向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支付末期股息每
股普通股 7港仙（二零零三年： 6港仙）。

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67,028,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31,729,000港元（經
重列））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9,559,710股（二零零三年：35,098,652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年內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67,028,000港元計算。於計算時使用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為年內已發行之普通股49,559,710股（二零零三年： 35,098,652股），以及假設按無作價情況下行使
若干已發行購股權而視作發行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491,666股  (二零零三年：892,274股）而計算。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績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取得非常理想之業績。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及盈利均
錄得大幅增長。本集團營業額由上年度之港幣201,000,000元，增加了38%，至本年度之港幣276,000,000
元。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67,000,000元，較上年度溢利港幣31,700,000元，增加了 111%。本年度每股盈
利為港幣1.35元，而上年度每股盈利為港幣0.90元。

業務回顧
儘管過去一年受原油及金屬價格大幅上升，以致全球有關之物料價格相繼上揚，但管理層透過採取適
當之採購方法，嚴格監控及生產流程不斷改進，令集團之生產成本沒有大幅上升。此外，本集團有效
維持與客戶之間長久、良好之夥伴關係，充份滿足各客戶不同之需求，加上不斷推出新產品、開拓新
市場、加強競爭力，吸納了更多著名品牌新客戶。在客戶一直支持下及本集團管理層有效之管理，遂
令本集團取得本年度之驕人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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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過去一年，除了繼續生產、銷售及研制電源開關插頭產品外，也開始生產和銷售高密度電線
排線產品，並取得一定成績。在本財政年度後期，本集團在現有之資源下開始研制生產有關五金部件
產品，以期開拓另一產品市場為目標。

由於客戶訂單持續增加，加上客戶不同之需求，本集團於東莞之生產線已呈飽和。為了保持產品質素
及滿足客戶需求，也為配合集團未來之發展，本集團已購入位於廣東省羅定市及廣東省河源市若干工
業用土地來興建新廠房，繼續提昇生產能力。

詳細業務回顧及財務分析見於「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相信電源開關插頭配件產品業務會繼續提供穩定及理想之收益。而高密度電線排線
產品業務之未來營業額將較本年度有大幅增長，收益也會增加。此外，因應本集團現有之資源及配合
未來之發展，本集團位於廣東省羅定市及廣東省河源市之新廠房落成後，將加強發展五金部件產品業
務，因為此業務獲得若干現有客戶之支持及新客戶之洽商，本集團對此業務之發展相當樂觀，並配合
現有之業務，在資源運用及生產方面產生協同效應，未來將會提供理想之收益。

本集團客戶基礎鞏固及客戶均為高知名度之銷售品牌，本集團未來會繼續維持彼此長久、良好之夥伴
關係，加強合作。本集團預計現有之一日本及一歐洲品牌將對本集團現有產品訂單需求在未來將有可
觀之增幅，尢以高密度排線之需求為大。

過去一年，五金及塑膠原材料價格一直高企，雖則近期原油價格回落，但原材料價格將維持及繼續高
企，並對本集團生產成本構成一定壓力。固此，本集團在未來將採取更嚴謹之物料採購方法及改善生
產流程來控制生產成本。在各管理層豐富之經驗下，絕對相信能有效地控制生產成本，減低原材料價
格高企對生產成本之壓力。

本集團現處於東莞之生產線已呈飽和，而且東莞地區勞動員工供應緊張，工資偏高，招聘困難，對生
產成本也構成一定壓力。並由於市場競爭劇烈、雖然生產成本上漲，但未能將有關成本轉嫁客戶。可
見未來，產品毛利將會受壓。所以本集團經過慎密之考慮，於本財政年度購入位於廣東省羅定市及廣
東省河源市若干工業用地來興建新廠房。此兩區之勞動員工供應相對充足、工資相對較低、招聘較為
容易及能源相對便宜。本集團相信在未來一年新廠房落成後，對生產人力資源及物料價格控制方面將
更為有效率，以減少現有勞動員工供應緊拙及物料價格持續上漲對生產成本之壓力。

總括而言，本集團未來將面對各方面之挑戰，但深信在管理層及各部門員工努力之下，董事局對未來
年度充滿信心。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電源開關插頭配件產品業務
在回顧之財政年度，本集團主要製造及銷售之電源開關插頭配件產品業務，繼續為本集團主要之收入
來源。由於公司大規模垂直式生產，並擁有開發優良產品能力，出色營銷隊伍，具市場競爭力價格及
在管理層有效率管理下，雖然全球原材料價格在過去一年不斷上漲，本集團仍然能有效地控制各項成
本、改良生產工序及維持產品質素。得到整體客戶之認同，本財政年度此業務之營業額及盈利也有相
當之增幅。本集團會繼續積極研發新產品、控制生產工序更完善及維持和客戶長久良好之夥伴關係。
本集團相信電源開關插頭配件產品業務會繼續提供穩定及理想之收益。

高密度電線排線產品業務
此業務在本財政年度下半年開始投入生產。雖然此業務市場競爭激烈及在剛起步階段，但在客戶支持
下，營業額不斷上升，收益也相對增加。本集團相信在下一年度，高密度電線排線業務將會為本集團
另一穩定及理想之收入來源。

五金部件產品業務
本集團為更有效地運用集團現有資源及開拓新產品市場，在本財政年度後期開始研制生產五金部件產
品及積極與有關客戶洽商合作。本集團相信此類型產品在電子產品製造市場有相當之需求。若全面投
入生產，五金部件產品業務將為本集團提供可觀之收益。

本集團未來目標除繼續做好以上各項業務外，同時積極開發研究不同類型之產品，使集團業務更多元
化，同時提升集團在同業間之競爭能力，務求邁向更高領導之地位。

新廠房之需求
本集團現時之生產工序均於東莞現有廠房進行。由於客戶訂單不斷增加，加上客戶不同之需求，東莞
之生產線已呈飽和。此外，由於此區之勞動員工供應緊張，工資相對偏高，對生產成本構成一定壓力。
為了控制生產成本，保持產品質素及滿足客戶需求，也為配合本集團未來業務發展，本集團已購入位



– 6 –

於廣東省羅定市及廣東省河源市若干工業用地來興建新廠房，另方面也研究推行半自動及全自動生產
系統，以減少對勞動人員之倚賴，並提高生產能力。

財務狀況
本集團一向致力維持良好之財務狀況，同時也致力提高股東股本回報。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
集團之資產負債表及流動資金狀況均非常穩健。於當日本集團擁有總資產淨值港幣338,000,000元。本
集團內部資金和業務營運收入為本集團業務運作及發展之主要資金來源。同時，本集團於本年度也適
當地利用銀行融資來配合本集團之發展及投資。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內，自營運業務收
入之現金淨流入為港幣43,000,000元。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
約港幣38,000,000元、銀行短期借貸約港幣1,000,000元、銀行長期借貸約港幣5,600,000元。

為配合本集團之業務發展，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七日透過配售代理以先舊後新形式，以每股港幣2.65元
配發5,200,000股新股份，未扣除發行開支共集資港幣13,780,000元。集資淨額全數用於業務營運用途。

因應河源市新廠房之發展資金需要，本集團除了在內部資源撥備外，在二零零四年七月六日和香港上
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訂立備用貸款額總值港幣50,000,000元之備用貸款協議。此貸款額將用於發展河源
市新廠房及作為一般營運資金用途。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本集團並沒有提取任何貸款額。

本集團將繼續維持良好及穩健之財務狀況。在適當之情況下運用合適之融資方法在市場上籌集資金去
發展業務及投資，務求在安穩情況下為股東帶來理想之回報。

投資活動
本集團除了專注發展本身基本業務外，也適當地運用本集團之資源替股東作出合適之投資活動，以求
取得更佳之股東資金回報。

在回顧財政年度內，本集團繼續持有若干獲優良評級及套現能力強之債務證券投資。該等投資價格穩
定且能為本集團提供合理之利息收入。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該等投資總值為港幣200,300,000元。

配合香港經濟逐步復甦及中國對香港實行的各項優惠政策，本集團於回顧財政年度內吸納若干香港優
質住宅物業作投資用途。投資資金分別來自集團內部資金及銀行按揭貸款。該等物業將為本集團提供
合理之租金收入。本集團相信在香港經濟進一步復甦下，該等物業將會帶來理想之投資回報。

本集團相信透過適當之投資組合，一方面給股東帶來理想穩定之回報，另方面也可使集團資產更優質
化。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員工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2,000名員工，僱員所獲之市場薪酬包括保險、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酌情花紅及購股權計劃。

派送紅股
董事建議發行紅股（「派送紅股」），並透過將本公司部份繳入盈餘撥充資本以入賬列作繳足股份，派發
基準為本公司股東（「股東」）每持有一股每股面值0.50港元股份（「股份」）獲發兩股每股面值 0.50港元之
股份（「紅股」），惟（指如有而言）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七日（「記錄日期」）營業時間結束時股東名冊所示住
址為香港以外地方之股東及董事認為根據上市規則必須或有權將之排除派發紅股之股東則除外。於本
公佈發表日期，根據股東名冊所，所有股東之住址均位於香港。

紅股將在各方面與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惟紅股持有人無權享有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派送紅股及末期股息。派送紅股須待：(i)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批准派送紅股之普通決議案；
及 (ii)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紅股上市及買賣。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
守則，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只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流告退。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星期四）起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七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任何股份過戶將不予登記。為符合領取上述末期股息之資格，股東務須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
股份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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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告過程及內部監控進行審議及提
供監督。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財務報表已經由委員會審閱，而委員會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法律規定，並已作出適當披
露。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本公司自市場購回及註銷其 466,000股每股面值 0.5港元之普通股，總代價約
1,332,000港元。於購回該等股份時所支付之溢價約1,099,000港元乃計入股份溢價賬內。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周德雄先生

香港，二零零五年一月六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即周德雄先生、周煥燕女士、黃少華女士及周
彩花女士）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劉宇新先生、葉棣謙先生及林國昌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