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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 
末期業績 

財務摘要  
 增長

 營業額 — 約 2,702,000,000 港元 26.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 — 約 306,000,000 港元 103.3%
 每股基本盈利 — 49.33 港仙 103.3%

 
業績 
 
龍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連同

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比較數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702,099  2,135,360 

其他收入  45,636  20,954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4,700  6,900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26,197)  53,086 

原材料及已用消耗品  (1,289,623)  (1,128,127) 

僱員福利支出  (439,070)  (371,02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173,621)  (144,495) 

其他支出  (423,489)  (359,778) 

融資成本 4 (37,554)  (30,791) 

     

除稅前溢利  362,881  182,089 

所得稅開支 5 (55,381)  (31,021) 

     

年度溢利  307,500  151,068 

1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lk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lk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lkm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少數股東權益 

  

305,851 

1,649 

  

150,463 

605 

     

  307,500  151,068 

     

於年內已確認宣派之股息 6 89,902  96,080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 15 港仙（二零零六年：6.5 港

仙） 

  

93,002 

 

40,300

    

每股盈利 7 港仙  港仙
    

 — 基本  49.33  24.27

    

 — 攤薄  49.32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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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流動資產    
 投資物業  43,500  38,8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813,969  846,360

 預付租賃款項 — 非即期部份  44,946  42,76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之按金  8,951  6,426

 遞延應收代價 — 非即期部份  -  7,622

    
  911,366  941,968

    
流動資產    
 存貨 8 800,843  623,680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 9 687,983  543,351

 應收票據 9 40,349  42,242

 預付租賃款項 — 即期部份  1,077  1,000

 遞延應收代價 — 即期部份  7,622  5,391

 可收回稅項  3,032  3,114

 銀行結存及現金  261,115  149,938

    
  1,802,021  1,368,716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412,038  278,105

 應付票據 10 36,334  35,823

 應付稅項  40,183  34,263

 應付股息  39  25

 衍生金融工具  1,468  -

 無抵押銀行借款 — 一年内屆滿  416,664  480,720

    
  906,726  828,936

    
流動資產淨值  895,295  539,780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1,806,661  1,48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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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負債    
 無抵押銀行借款 — 一年後屆滿  220,000  240,000

 遞延稅項負債  1,634  -

    
  221,634  240,000

    
  1,585,027  1,241,74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2,002  62,001

儲備  1,522,095  1,182,35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584,097  1,244,351

少數股東權益  930  (2,603)

   
  1,585,027  1,24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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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應用 

 

 本年度，本集團首次採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二零零七年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年度生效。採用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與財務狀況的編製及呈列方

式並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下列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列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經修訂）  合併及獨立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經修訂） 歸屬條件及取消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  營運分類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1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 — 集團及庫存股份

交易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2 號 

 服務專營權安排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3 號 

 客戶忠誠計劃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4 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 — 界定利益資產的 

 限制、最少注資規定及其互相影響4

 
 1於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2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3於二零零七年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4於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5於二零零八年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董事會預期採用該等準則或詮釋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狀況將無重大影響。 

 
2. 會計估算變動 

 

 於二零零七年一月一日之前，本集團的樓宇乃按五十年或相關土地使用權期限（以較

短者為准）予以折舊。作爲年度審閱程序之一部分，管理層已對該等樓宇的使用年期

進行評估，並認爲以二十年作為估計使用年期更爲妥當。自二零零七年一月一日起生

效，該等樓宇乃按二十年或有關土地使用權期限（以較短者為准）予以折舊。會計估

算變動已使本年度折舊開支增加約 16,742,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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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類資料 

 

 營業額為已收或應收代價之公平值及為按一般業務過程中扣除退貨，補貼，折扣及銷

售相關稅項後已出售貨品之應收款項，其分析如下： 

 

 按業務分類 
 就管理而言，本集團現時經營之業務分為兩部份 － 模架與金屬及配件。此兩部份乃

本集團呈報基本分類資料之基礎。 

 

 該兩部份業務之分類資料呈列如下。 

 

 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模架 金屬及配件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520,152 181,947  2,702,099 

     

業績     

分類業績 400,364 14,157  414,521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4,700 

未分配收入    45,636 

未分配開支    (64,422)

融資成本    (37,554)

     

除稅前溢利    362,881 

所得稅開支    (55,381)

     

年度溢利    30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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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模架 金屬及配件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962,712 172,648  2,135,360 

     

業績     

分類業績 218,347 18,661  237,008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6,900 

未分配收入    20,954 

未分配開支    (51,537)

融資成本    (30,791)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445)

     

除稅前溢利    182,089 

所得稅開支    (31,021)

     

年度溢利    151,068 

 

 按地區分類 
 本集團在以下地區經營業務，其市場劃分為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及其他國家。 

 

 下表列明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銷售分析，不論貨品之來源地： 

 

  營業額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包括香港）  2,317,309  1,789,638 
其他國家  384,790  345,722 

     

  2,702,099  2,13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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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下列各項之利息 

 － 須於五年內完全償清之銀行借款 

 － 浮息票據 

  

37,554 

- 

  

29,564 

927 

銀行貸款之安排費用  -  300 

     

  37,554  30,791 

 

5. 所得稅開支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撥回收入）包括：    
    
香港利得稅 

 － 本年度 

 － 過往年度準備不足 

  

45 

- 

  

128 

4,223 

     

  45  4,351 

     

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 

 － 本年度 

 － 過往年度準備不足（超額準備） 

  

53,003 

699 

  

29,872 

(3,202) 

     

  53,702  26,670 

     

 遞延稅項  1,634  - 

     

  55,381  31,021 

 
 香港利得稅乃根據該兩個年度之估計應課稅溢利按 17.5%稅率計算。 

 

 於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於該等司法權區適用之稅率計算。本集團大部份業務

所在司法權區適用之國內稅率為 24%。 

 

 根據有關的中國法律及法規，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中的一間公司（二零零六年：一間

公司）有權自其首個獲利年度起計的兩個年度内獲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接下來三個

年度則可減低 50%的稅率。二零零七年為此附屬公司首年獲授權享有稅項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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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國有關稅務當局的批准，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中的兩間公司（二零零六年：一

間公司）自各自授予年度起計三個年度内獲授權享有中國所得稅先進技術免稅 50%。

其中一間附屬公司獲得的稅項豁免在二零零七年結束，而另一間附屬公司通過享有

10%的稅收減免稅率將繼續在隨後兩年享有稅項豁免。 

 

 於二零零七年三月十六日，中國透過中國主席第 63 號法令發佈了中國企業所得稅法

（「新法」）。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六日，中國國務院頒發了新法的實施細則。自二零零

八年一月一日起，新法及實施細則將使所有中國附屬公司的稅率由 24%變更爲 25%，

惟上述兩項稅項豁免除外。 

 

6. 股息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於年內已確認宣派之股息： 

 二零零七年中期股息每股 8 港仙 

 二零零六年末期股息每股 6.5 港仙 

 二零零六年中期股息每股 4.5 港仙 

 二零零五年末期股息每股 11 港仙 

  

49,602 

40,300 

- 

- 

  

- 

- 

27,900 

68,180 

     

  89,902  96,080 

 

 董事會已決定應支付合共約 93,002,000 港元（二零零六年：40,300,000 港元）之末期股

息每股 15 港仙（二零零六年：6.5 港仙）予於二零零八年五月五日名列於股東名冊上

之本公司股東。 

 

7. 每股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及每股攤薄盈利乃按照以下之數據計算：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利  305,851  150,463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股份數目：     

     

為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620,010,761  619,917,084 

因行使購股權產生潛在具攤薄性普通股之 

 影響 

  

79,267 

  

71,399 

     

為計算每股攤薄盈利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620,090,028  619,98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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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存貨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料  688,279  484,919 

在製品  91,935  122,726 

製成品  20,629  16,035 

     

  800,843  623,680 

 

 本集團年內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約 1,966,749,000 港元（二零零六年：1,620,015,000

港元）。 

 

9.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列入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乃約 580,146,000 港元的貿易應收款項（二零零六年：

466,015,000 港元）。 

 

 本集團給予貿易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 30 日至 90 日。貿易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零至六十日  413,665  342,926

六十一至九十日  128,450  94,885

九十日以上  78,380  70,446

    
  620,495  508,257

 
10.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列入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乃約 196,118,000 港元的貿易應付款項（二零零六年：

133,771,000 港元）。 

 

 貿易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千港元  千港元
    
零至六十日  200,772  120,409

六十一至九十日  22,160  29,194

九十日以上  9,520  19,991

    
  232,452  16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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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集團繼續專注模架、金屬與配件之製造及銷售

業務。 

 

本集團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營業額約 2,702,000,000 港元（二零零六

年：約 2,135,000,000 港元）。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

佔溢利約 306,000,000 港元（二零零六年：約 150,000,000 港元）。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年度之每股基本盈利為 49.33 港仙（二零零六年：24.27 港仙）。 

 

本集團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錄得之盈利，較二零零六年同期有顯著増長。 

 

在回顧年度內，中國內需市場表現強勁，製造行業普遍錄得滿意增長。而汽車零配件行業

的持續高速増長，有助集團高質模架之發展，相關之訂單佔集團訂單總量比重日益加大。

而集團整體業務亦錄得理想增幅。集團成功在中國華南、華東和華北區發展新店舖，開拓

代理商，加強 LKM 品牌的推廣和吸納更多的客戶群，為集團帶來理想的回報。加上在此

年度，集團適當提升產品價格，抵銷部份高漲的原料成本。雖然集團產品的價格有所調高，

整體的訂單量亦能保持，足證集團在市場上的實力和領導地位。另一方面，集團海外業務

亦得到平衡發展，為集團帶來穩定收益。 

 

隨著二零零七年初，集團位於中國廣東省的河源廠擴建工程完成，並已搬進新行政樓和新

廠房運作，使配套設施和空間規劃更完善，整體管理更見規範，部門間的協調和運作更暢

順。與此同時，集團重整生產流程，加上新機器和新廠房的配合，生產效率大大提高。而

中國廣東省的東莞廠房，就其位置的優勢，已轉為物流中心，協助調配集團產品的轉運，

強化集團的運輸網絡。中國廣東省的廣州廠生產高精密模架出口至歐美、日本等地，亦錄

得滿意的增幅，集團優質品牌的形象亦得以提升。位於中國華東區的上海和台州廠房，生

產技術更趨成熟，產能穩步増長。通過實行「各廠整合、改善流程及生產技術、精簡架構

及提升產力」等政策和措施，集團的整體營運效益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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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業務回顧年度內，生產所需的鋼材原料價格在下半年度，受到能源及進口鋼砂價格攀升

的影響，相對於上半年度，鋼材價格不斷上漲。面對上調的鋼材原料價格，集團已適度地

調整了產品售價以抵銷上升的原材料成本。 

 

至於模具鋼材貿易方面，集團策略性地擴充中國華東地區之營銷網絡，不斷拓展新客戶

群，因此模具鋼材銷售維持穩定增長。 

 

綜合來說，集團的業績較去年表現有明顯進步。 

 

流動資金及資本資源 

 

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行結存約 261,000,000 港元。銀行結存乃存放於

香港及中國主要銀行作短期存款。 

 
倘管理層認為風險重大，則本集團會採取審慎措施對沖任何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持續投放資本開支於擴充廠房及建廠，並以內部資源撥付。 

 

資本負債比率 

 

本集團之總負債約 637,000,000 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約 1,584,000,000 港

元之約 40%。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約 9,000 名僱員，包括中國國內生產廠房約 8,700

名員工及香港和其他國家約 300 名員工。本集團對僱員實行具競爭力之酬金制度。晉升及

加薪皆按其表現評估。本集團尚會因應僱員之個人表現向其批授購股權。 

 
展望 
 

受到美國次按危機的影響，全球經濟環境前景不明朗和潛藏的風險増加。加上石油和原材

料價格上升、運輸成本上調等因素，令中國通貨膨脹壓力加劇，影響中國內需市場增長。

而中國推行的新政策如新勞動法和內外資企業兩稅合併等，亦增加國內企業勞工和稅務成

本。面對市場的競爭及種種市場不利的因素，集團將面臨更大的挑戰。儘管如此，集團仍

抱著積極審慎的態度，竭力減低經營風險，開創新的發展機遇。 

 

中國經歷雪災及實施宏調，內需經濟有放緩跡象，但其市場發展空間仍然龐大，集團會繼

續開拓新市場和新客戶群，以保持穩定的增長。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向內陸轉移，中國華中

地區受惠於政府推出的優惠政策，製造行業正逐漸冒起，發展潛力龐大；集團會透過與四

川、湖北省的代理商合作，協力發展此崛起中的市場。集團亦非常看重中國華北市場，早

已在天津市開設物流銷售點，貼近客戶所需和擴大市場覆蓋率，以迎接環渤海一帶的發展

新機遇。相對來說，集團在中國華南地區的發展基礎已相當穩固，但為迎接台灣三通的來

臨，集團會進一步加強位於福建省的物流銷售點的營銷和配套服務，期待以最佳狀態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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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商機。而浙江省的民企發展日益穩健，對優質模架需求不斷增加，中國華東市場的發

展潛力仍然可觀。集團一方面會致力提升其產品質量和服務質素，另一方面會密切留意不

同地域的市場變化和客戶需要而制定合宜的市場策略，以確保集團的競爭優勢和領導地

位。 

 

鑑於歐元走勢強勁，歐洲各國紛紛到中國境內採購高質素產品，而集團提供之優質模架產

品正切合所需。通過積極參與多個國際性的展覽會，集團的品牌在國際的知名度日增，而

中國境內的歐美產品製造商亦樂於優先採用集團產品以滿足其用家高品質的要求，由此可

見，集團的產品質量已達致國際水平並具競爭優勢。 

 

集團會採取有效措施以監控成本和提升整體之營運效益，推動「精益生產、精益管理、優

質服務」等理念，以期穩中求進，保持理想的業績。中國廣東省河源廠，新廠已擴建完成

並運作開始暢順，但會因應市場需要而不斷改進生產流程。集團會持續改進中國廣東省廣

州廠及華東區的上海廠和台州廠的生產技術和管理系統，並精簡人手和工序流程，以爭取

更理想表現。至於海外廠房，包括日本、台灣、馬來西亞等，各廠會繼續緊守崗位，為當

地客戶提供高質素的產品和增值服務，以保持集團整體的競爭力和市場覆蓋率。 

 

受著鋼砂價格的大幅度調升影響，進口和國產模具鋼材價格仍有上升的趨勢，而預計鋼材

價格會持續波動。集團會審慎制定有效的物料供應政策，以應對鋼材原料市場的變化。由

於勞工成本不斷上揚，集團會更致力管控營運成本，推行一套節省人力、時間及系統化的

生產流程，加強員工的管理和技術知識，並培育員工之歸屬感，建立高效益的團隊，務求

達致「高品質、低成本」的生產和管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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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來，整體的營商環境充滿著危機及商機，集團會抱著積極和正面的態度，迎接每一

項挑戰。憑藉集團豐富的經驗和務實的作風，預計集團的業務仍將繼續保持健康的増長。 

 

審閱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協同管理層及本集團外聘核數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審閱了本集團所採

納之會計原則及慣例，並已討論了各項內部監控措施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綜合財務

報表。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之工作範圍 

本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綜合損益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及有關附註之數字，乃經本集團之核數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同意，等同本集團該年

度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數額。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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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就此執行

之工作並不構成保證應聘服務，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並不會就初步業績公佈發

表任何保證。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於即將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上建議派發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

度之末期股息每股 15 港仙予於二零零八年五月五日名列股東名冊之股東。待股東於即將舉

行之股東週年大會上批准後，建議之末期股息將於二零零八年五月十五日或該日前後分派

予股東。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零零八年四月三十日至二零零八年五月五日（包括首尾兩天在內）暫停辦理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符合獲派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票連同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附於股票背頁或另

行填寫）或標準過戶表格，最遲須於二零零八年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

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

中心17樓1712-1716舖）。 

 

於二零零八年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正，於新加坡 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 開設

之證券戶口記存有本公司股份之股東，可獲派建議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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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之股份或其他證券。 

 

企業管治 
 

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規定。 

 
 

 承董事會命 

 邵鐵龍 

 主席 
 

香港，二零零八年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邵鐵龍先生（主席）、邵玉龍先生、麥貫之先生、韋龍城先生及馮偉興
先生，本公司之非執行董事為陳振聲先生，而本公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為廖榮定先生、李達義博士及李裕海
先生。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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