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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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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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大同機械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
零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691,407 1,011,015
銷售成本 (570,410) (829,200)

毛利 120,997 181,81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0,135 11,181
分銷成本 (41,183) (53,854)
行政費用 (93,598) (102,972)
呆壞帳減值撥備 (328) (300)

經營（虧損）溢利 4 (3,977) 35,870
財務費用 (8,468) (12,266)
投資收入 1,133 1,16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775 5,651

除稅前（虧損）溢利 (7,537) 30,419
稅項 5 2,572 5,341

本期（虧損）溢利 (10,109) 2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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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8,147) 20,184

 非控股權益 8,038 4,894

(10,109) 25,078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6 (2.56仙) 2.84仙

擬派中期股息：無（二零零八年：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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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虧損）溢利 (10,109) 25,07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35) 46,40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平價值
  變動時產生之收益 – 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0,544) 71,484



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346,321 340,736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42,985 43,325

 聯營公司之權益 225,444 234,90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729 4,729

 遞延稅項資產 4,386 4,386

623,865 628,079

流動資產
 存貨 576,424 597,412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757 78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652,519 735,154

 可收回稅項 2,448 2,543

 抵押銀行存款 34,033 120,698

 現金及現金等值 201,935 189,369

1,468,116 1,645,96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594,565 666,428

 結欠聯營公司款項 61,719 61,742

 衍生金融工具 10 – 167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款 248,179 328,282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融資租賃借款 8,015 6,920

 應付稅項 4,375 4,453

916,853 1,067,992

淨流動資產 551,263 577,96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75,128 1,20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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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款 44,370 61,259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融資租賃借款 8,044 8,754

 遞延稅項負債 229 229

52,643 70,242

淨資產 1,122,485 1,135,805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283,972 283,972

 儲備 680,241 698,849

964,213 982,821

非控股權益 158,272 152,984

權益總值 1,122,485 1,13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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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股東應佔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股本購回 購股權 物業重估 匯兌 其他 擬派股息 保留溢利 總額 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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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284,009 244,118 – 3,052 12,899 63,429 (67) 10,650 308,751 926,841 201,679 1,128,520

期內溢利 – – – – – – – – 20,184 20,184 4,894 25,078

其他全面收益

 公平價值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 – – – – 2 – – 2 – 2

 貨幣匯兌差額 – – – – – 41,252 – – – 41,252 5,152 46,404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41,252 2 – 20,184 61,438 10,046 71,484

因購股權失效而轉帳 – – – (2,864) – – – – 2,864 – – –

已派發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1,920) (1,920)

二零零七年股息 – – – – – – – (10,650) – (10,650) – (10,650)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284,009 244,118 – 188 12,899 104,681 (65) – 331,799 977,629 209,805 1,187,434

期內溢利 – – – – – – – – 25,056 25,056 6,172 31,228

其他全面收益

 公平價值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 – – – – 95 – – 95 – 95

 應佔聯營公司資本儲備 – – – – – – 451 – – 451 – 451

 樓宇重估虧損 – – – – (3,491) – – – – (3,491) (608) (4,099)

 遞延稅項調整 – – – – (1,651) – – – – (1,651) (1,324) (2,975)

 出售物業變現 – – – – (741) – – – 741 – – –

 貨幣匯兌差額 – – – – – (15,233) – – – (15,233) (744) (15,977)

全面收益總額 – – – – (5,883) (15,233) 546 – 25,797 5,227 3,496 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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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東應佔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股本購回 購股權 物業重估 匯兌 其他 擬派股息 保留溢利 總額 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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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購回 (37) – 37 – – – – – (35) (35) – (35)

因購股權失效而轉帳 – – – (188) – – – – 188 – – –

聯營公司非控股權益撇銷 – – – – – – – – – – (59,054) (59,054)

已派發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1,263) (1,263)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283,972 244,118 37 – 7,016 89,448 481 – 357,749 982,821 152,984 1,135,805

期內虧損 – – – – – – – – (18,147) (18,147) 8,038 (10,109)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 – – – – (461) – – – (461) 26 (435)

全面收益總額 – – – – – (461) – – (18,147) (18,608) 8,064 (10,544)

已派發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2,776) (2,776)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283,972 244,118 37 – 7,016 88,987 481 – 339,602 964,213 158,272 1,12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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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產生淨額 51,705 3,299

投資活動之現金產生淨額 73,386 73,056

融資活動之現金使用淨額 (131,030) (46,398)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增加 (5,939) 29,957

現金及現金等值期初款項 177,209 172,617

外幣匯率變更調整 35 6,295

現金及現金等值期末款項 171,305 208,869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201,935 213,958

銀行透支 (30,630) (5,089)

 171,305 20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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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證券上市規則附
錄16所適用之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中期財務報告」而
編製。本中期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報一致，惟在本集團採納對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
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及詮釋（合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而令若干會
計政策改變除外。本集團會計政策的轉變，以及採納此等新會計政策之影響，詳見下文附註
2。

2. 會計政策之改變
於本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二零零九年一月
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實計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詮釋第16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改進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第27號（修訂本）  之投資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1號（修訂本） 可沽售財務工具及清盤所產生責任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築協議
－詮釋第15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改進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改進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關於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第80段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引入多項用詞改動，包括修訂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標題，因而導
致呈列及披露出現若干變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為一項披露準則，規定按內部呈報財
務資料之相同基準劃分經營分類，以便於各分部間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先前之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14號分類報告規定採用風險與回報方法劃分兩組分部（業務及地區）。過往，本集
團主要呈報方式為業務分類。相比於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釐定之呈報分類（見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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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本集團之呈報分部須重整。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現行或過往會計期間所呈報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因此，
並無確認前期調整。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未於二零零九年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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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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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之轉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來自客戶之資產轉讓
－詮釋第18號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仍無法確定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
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業務及地區市場分類
本集團已經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類」。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規定，營運分類須按照主要營運決策人士定期審閱之本集團組成部份的
內部報告來劃分，從而在分類間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相反，之前的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14號「分類報告」）規定實體採用風險與回報方法劃分兩組分類（業務及地區），而實體「向主
要管理人員作出內部財務報告的制度」則僅作為劃分有關分類之起點。過去本集團之主要分
類呈報方式為業務分類。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所釐定的主要呈報分類相比，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本集團的呈報分類須重整。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亦並無
改變分類損益之計量基準。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由四項主要經營業務所組成。

(1) 工業材料及消耗品貿易

(2) 注塑製品及加工生產

(3) 工業機械生產

(4) 印刷線路板生產

本集團根據管理層審核並用於作出策略決定之內部報告釐定其營運分類。分類業績乃指各營
運分類期內之溢利（虧損）。此類方法已向本集團管理層呈報，並用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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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業績如下：

工業材料 注塑製品  印刷
及消耗品 及加工 工業機械 線路板 其他營運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18,796 149,232 215,646 206,332 1,401 – 691,407
內部分類銷售 1,303 19 213 – 2,630 (4,165) –

總收入 120,099 149,251 215,859 206,332 4,031 (4,165) 691,407

內部分類銷售按市場
優惠價格計算

業績
分類業績 3,710 781 (24,865) 26,346 1,977 409 8,358

未分配公司費用      (12,335)

經營虧損      (3,977)
財務費用      (8,468)
投資收入      1,13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775

除稅前虧損      (7,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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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業績如下：

工業材料 注塑製品  印刷
及消耗品 及加工 工業機械 線路板 其他營運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88,365 192,933 385,375 244,342 – – 1,011,015

內部分類銷售 3,828 – 1,100 – – (4,928) –

總收入 192,193 192,933 386,475 244,342 – (4,928) 1,011,015

內部分類銷售按市場
優惠價格計算

業績
分類業績 17,126 5,135 13,938 10,327 810 3,463 50,799

未分配公司費用       (14,929)

經營溢利       35,870

財務費用       (12,266)

投資收入       1,16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651

除稅前溢利       30,419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銷售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72,702 350,499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 353,769 534,156

其他亞太國家 43,235 87,903

歐洲 13,120 22,970

北美洲 8,581 15,487

691,407 1,0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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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經營（虧損）溢利已扣除：

折舊及攤銷
折舊及攤銷：
 自購資產 24,655 26,604

 財務租賃資產 1,793 1,615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379 60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943 1,95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價值虧損 – 172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479 1,502

海外稅項 2,093 3,315

遞延稅項 – 524

2,572 5,341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零零八年：16.5%）計算。

於其他司法權區所產生稅項乃按有關該司法權區現行之稅率計算。

6. 每股（虧損）盈利
本期每股普通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期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及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以加權平均數計算本期已發行股份 709,930,692 710,022,69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應佔（虧損）溢利 (18,147,000港元) 20,184,000港元

每股（虧損）盈利 (2.56港仙) 2.8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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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本集團添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約值33,203,000港元。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平均帳期為90天至120天。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已包括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約444,34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503,042,000港元），其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個月 313,111 331,820

四至六個月 29,871 68,847

七至九個月 16,520 36,523

超過九個月 84,843 65,852

444,345 503,042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已包括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約386,68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448,014,000港元），其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個月 296,820 281,025

四至六個月 59,724 139,722

七至九個月 13,530 14,671

超過九個月 16,615 12,596

386,689 448,014

10. 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不符合以對沖會計法處理之遠期外匯合約，
此等衍生金融工具將被視為持作買賣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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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普通股股份數目 價值

  千港元

普通股股份每股面值0.40港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710,022,692 284,009

股本購回 (92,000) (37)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709,930,692 283,972

12.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為承租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內之最低經營租賃支出：
土地及樓宇 7,434 7,451

廠房及機械 – 14

7,434 7,465

於結算日，本集團尚有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中未來最少應付租金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2,623 10,896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0,381 26,446

超過五年 22,011 28,162

65,015 65,504

經營租賃之付款指本集團若干寫字樓物業、廠房及機械之應付租金，租約以平均2-10年期進
行商討，而租金以平均2-10年期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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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為出租人

本期內之物業租金收入扣除支出約為4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約為24,000港元）後約為194,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約為208,000港元）。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與承租人簽約之未來最少應收租金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85 298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61 61

746 359

13. 資本承擔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支出：
已授權但未簽約 – –

已簽約但未作出撥備 2,652 2,652

2,652 2,652

14. 或然負債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給予財務機構之已使用信貸額作出的擔保：
非集團公司 9,097 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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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將下列資產作抵押，以取得一般銀行貸款：

帳面淨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廠房及機械 34,728 34,716

銀行存款（附註） 34,033 120,698

68,761 155,414

附註： 銀行存款已作抵押以取得短期銀行借貸，因此而列作流動資產。

16. 與關連及╱或有關人士進行之交易及結餘
本期內，本集團與下列關連及╱或有關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主要股東及其附屬公司：

電腦系統維護費用收入（附註i） 92 92

管理費支出（附註i） 1,412 1,407

由若干董事控制之公司：

管理費支出（附註i） 498 498

電腦系統維護費用收入（附註i） 26 –

聯營公司：

成品銷售（附註i） 51 –

加工費收入（附註i） 1,320 –

電腦系統維護費用收入（附註i） 64 –

採購（附註i） 5,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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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下列關連及╱或有關連人士於結算日之結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主要股東及其附屬公司：

於結算日本集團結欠之結餘（附註ii） 166 401

於結算日結欠本集團之結餘（附註ii） 26 12

非控股股東：

於結算日本集團結欠之結餘（附註ii） 383 383

於結算日結欠本集團之結餘（附註ii） 825 825

聯營公司：

於結算日本集團結欠之結餘（附註ii） 61,719 61,742

於結算日結欠本集團之結餘（附註ii） 78,367 95,288

附註：

(i) 該等交易的價格經董事參考與無關連第三者進行類似交易的價格後釐定。

(ii) 該等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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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與展望

業務回顧

於本報告期內，隨著金融危機的延續，全球經濟仍沒有復甦的跡象，各行業
的客戶在投資及下訂單時甚為謹慎，製造業的經營環境極為嚴峻。本集團各
項業務無可避免的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整體業績出現倒退。於期內的綜合
營業額約為691,407,000港元，與去年相比下降約32%。期內股東應佔經營虧
損及虧損淨額分別約為3,977,000港元及18,14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下
跌約111%及190%。

製造業務

機械

自去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市場訂單急速下滑，效應延伸至今年上半年，
市場需求仍在低位徘徊。機械業務的整體銷售額於期內錄得約215,646,000港
元，對比去年同期下跌44%，佔集團綜合營業額約31%。期內經營虧損約為
24,86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278%。

在全球經濟出現普遍性收縮衰退而國內市場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客戶投資
設備意欲低迷，部份客戶將投資規模縮小甚至暫緩履行已簽下訂單等，是引
致本期銷售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出口業務受到較嚴重的衝擊，同比下降超
過一半；通用型注塑機在供過於求情況下加劇了惡性競爭，整體毛利率同比
下滑了約7%；其他機械產品毛利率則稍為下降了數個百分點。雖然本業務
已於去年第四季度開始調整組織架構、適度地縮減資本性投入及執行節流措
施，但效果要在本年第二季度才可漸漸體現。因此，上半年本業務出現虧損。

順應環保節能機械成為市場主流趨勢，期內我們已將去年中推出Sv系列伺服
驅動的節能精準注塑機功能進一步強化，並將此方案延伸至橡膠機產品中。
此外，我們憑藉自身的研發技術，成功開發了本地化加強版的伺服驅動泵方
案，並增加了節能注塑機Se系列，自本年五月份展覽會推出以來，其極高性
價比受到客戶們的認同。通過產品組合調整，預期Se系列將成為本業務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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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注塑機產品，並可藉此提高中小型機的整體市場佔有率及毛利貢獻。數控
鈑金機械產品方面，期內已成功研發出一次裝夾能加工1500mm x 2500mm板
材的數控轉塔衝床LX230BKD，此產品有利於市場開拓及滿足基建專案下之
集體運輸系統的鈑金加工要求。

注塑製品及加工

期內本業務的綜合銷售額約為149,232,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跌幅約為
23%，佔集團綜合營業額約22%。期內經營溢利約為781,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下降約85%。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是中國華南地區出口業的嚴冬，本集團位於東莞的注塑加
工廠經歷了部份客戶取消訂單、要求暫緩交貨及對新產品的開發幾近停頓
等惡劣情況，加上面對注塑加工行業的激烈競爭，被要求降價的情況越趨嚴
重，期內的營業額因而下降三成多。猶幸上半年實施的節流措施得到成效，
生產成本在優化工作流程及廠房逐步提升自動化比率後得以控制，此業務在
期內仍錄得輕微盈利。

光學產品業務方面，此業務以出口為主導，於期內亦受到衝擊，使營業額及
毛利率顯著下跌。客戶為降減庫存風險，購買意欲低沉，縱使上半年的生產
成本如塑膠料價格、電費等的升幅較為放緩，但仍未可改善這業務的營運情
況。

位於珠海的塑膠餐具及食品包裝注塑製品廠，由於上半年國內外經濟環境嚴
峻，雖然已加強了新客戶、新產品的開發，營業額仍然較去年同期減少10%。
但受惠於期內塑料價格偏低，同時內部亦加強了管理，行政費用及生產成本
得到有效的控制，期內本業務仍可錄得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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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位於瀋陽、合肥及無錫的注塑加工廠，由於業務主要是以加工家庭電器
塑料外殼及零件，期間備受家電行業不景氣所影響，銷售及業績均有所倒
退，目下正採取相應措施及調整策略，不排除結束個別長時期不能盈利的企
業。

印刷線路板

印刷線路板業務於上半年度的銷售額約為206,332,000港元，佔集團的綜
合營業額約30%，與去年同期相比跌幅約16%。期內錄得的經營溢利約為
26,346,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升幅約155%。期內由於物料價格如金屬物
料比去年同期大幅回落；工資增長亦告穩定下來，故此生產成本比預期為
低，因此經營溢利儘管在惡劣的經濟氣候下仍有理想的升幅。另一方面，本
業務將繼續提升多層線路板的生產佔比，使盈利於下半年得以維持優勢。

貿易業務

工業材料及消耗品

期內受金融危機的衝擊，貿易業務亦顯著下滑。雖然成功開發了部份以內需
為主的業務，例如3G通訊設備及地鐵屏蔽門等，但只能彌補部份的損失。總
結期內綜合營業額為118,79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7%，佔集團綜合營
業額約17%；期內經營溢利錄得約3,71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78%。預
期市場正步向穩定，在本年的第二季度末，客戶的業務亦有回暖的跡象，期
望下半年的情況會明顯好轉。

其他業務

電子電能錶及相關業務

本集團位於深圳的聯營公司浩寧達儀錶股份有限公司（「浩寧達」）於期內錄
得理想的盈利。該公司在深圳証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請已於本年九月二日獲中
國證監會通過，浩寧達將透過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形式，發行不超過二千萬股
每股面值人民幣一元的A股。有關該公司上市的日期及其他具體的細節仍有
待確定，本集團會於適當時作出有關進展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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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包括中國內地經濟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經歷重大
的波動，本集團在業績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倒退。在經濟前境極不明朗的情
況下，本集團已在年初開始採取了一系列降減開支的措施，優化營運成本、
精簡及改善內部管理以過渡這個經濟的危機。

機械業務方面，下半年市場勢態雖然有回暖跡象，但外在環境仍存在很多不
確定因素。本業務將持續開源節流工作，通過嚴格費用控制去應對挑戰。在
產品策略方面，將加快Se系列中小型注塑機批量生產步伐及延伸至超大型注
塑機的應用上。同時將較低毛利率機型進一步整合以提高經營效益。橡膠注
射機產品方面，針對輸配電行業在中央加大基建工程投入下持續向好的勢
頭，增加超高壓絕緣子模具配套方案，以求力爭較大市場份額。展望機械製
造業務在市場需求漸漸好轉及產品組合策略調整下，預期下半年業績將有改
善。

注塑製品及加工業務方面，東莞的注塑加工廠將繼續開發新客戶，同時開拓
目前已廣泛應用於高檔次家電產品的高光注塑技術，為未來的發展打好技術
的基礎。塑膠餐具及食品包裝注塑製品廠於下半年，會著重於開發生物降解
塑料產品，同時從荷蘭引進了先進的印刷生產線，增加產品印刷的產能並提
高印刷產品品質，同時亦將加強品質的管控（包括整潔衛生的生產環境），目
前正與國內一些大客戶洽談新訂單，希望在下半年陸續落實，盈利能進一步
改善。光學產品方面，下半年開發新產品聚光透鏡，藉以爭取更多訂單改善
下半年的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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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業務方面，為應付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本業務已實行了緊縮開支、員
工優化、大幅減低庫存及應收帳等措施，效果亦逐漸體現。與此同時，亦加
強發展內需市場的業務，開拓工廠自動化概念的產品及服務。故此，本業務
有信心在逆境中能夠抓緊商機，在下半年爭取佳績。

展望二零零九年下半年，環球經濟在經歷了金融危機的巨變後，並不可能在
短期內迅速復甦，儘管中國政府推出了連串刺激經濟的措施，大力拓展內需
市場，但企業經營環境仍充滿不確定的變數，下半年將仍是本集團艱辛的時
期。猶幸我們擁有優秀及具應變能力的團隊，在這瞬息萬變、前境充滿荊棘
的時刻，我們仍深信「有危才有機」的定律，身處逆境，我們更要堅定不懈，
持續提升營運效益，優化產業結構，發揮我們的團隊精神，相信本集團的業
務必可盡快重拾升軌。在全體僱員辛勤奉獻，各客戶和業務伙伴的持續支持
下，本集團在未來必可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零
八年：無）。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本約為964,213,000港元，而於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982,821,000港元。

本集團是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加上香港及中國往來銀行備用額作為營運
資金。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負債比率約為0.46（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0.50），而流動資金比率約為1.60（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4），該等比率保持良好水平。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銀行結
餘及定期存款約為201,935,000港元，財務狀況保持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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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給予財務機構之已使用信貸額作出的擔保：
 非集團公司 9,097 9,097

抵押資產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將下列資產作抵押，以取得一般銀行貸款：

 帳面淨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廠房及機械 34,728 34,716
銀行存款（附註） 34,033 120,698

68,761 155,414

附註： 銀行存款已作抵押以取得短期銀行借貸，因此列作流動資產。

外幣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人民幣或美元為單位。本集
團之財務政策為在對本集團之財務影響重大時管理外匯風險。於期內，本集
團並無定息借貸。如有需要，匯率波動所產生之外匯風險將由集團利用遠期
外匯合約加以調控。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採納與上市
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一致之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並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會計準則、法例規定及上市規則，且已作出充分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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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本公司董事會主席組成。薪酬
委員會已採納與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一致之書面職
權範圍。薪酬委員會之職責包括檢討及評估執行董事與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
方案，並不時就薪酬方案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執行董事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由全部三名執行董事組成之執行董事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本
集團管理及日常運作，於有需要時經常會面。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約共5,500名（二零零八年：約共
6,000名）。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按市場趨勢及僱員表現而釐定；福利包括保
險、退休及購股權等計劃。

董事之酬金乃由薪酬委員會經考慮本公司之經營業績、個別表現及比較市場
統計資料後釐定。

本公司有關非執行董事的酬金政策為確保彼等為本公司付出的精神及時間可
獲得充分補償，而僱員（包括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政策則旨在確
保所提供薪酬與職責相符並符合市場慣例。訂立薪酬政策旨在確保薪金水平
具競爭力並能有效地吸引、留聘及激勵僱員。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士以及行
政人員均不得參與釐定本身的薪酬。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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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根據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之查
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cosmel.com)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中期報告將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底登載於本公司
網站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並同時寄交本公司股東。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鄧燾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十名董事組成；其中鄧燾先生、蔣偉先
生及黃耀明先生三位為執行董事；鄧焜先生、吳丁先生、簡衛華先生及瞿金
平先生四位為非執行董事；而葉慶輝先生、楊淑芬女士及鄭達賢先生三位則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