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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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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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
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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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173,385 691,407
銷售成本  (947,860) (570,410)
   

毛利  225,525 120,997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2,180 10,135
分銷成本  (63,237) (41,183)
行政費用  (101,393) (93,598)
呆壞帳減值撥備  (4,392) (328)
   

經營溢利（虧損）  68,683 (3,977)
財務費用  (7,081) (8,468)
投資收入淨額  1,164 1,133
攤薄－聯營公司權益之盈利  200,670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439 3,775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265,875 (7,537)
稅項 5 7,061 2,572
   

本期溢利（虧損）  258,814 (10,109)
   

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43,574 (18,147)
 少數股東權益  15,240 8,038
   

  258,814 (10,109)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  34.31仙 (2.56仙)
 －攤薄  34.29仙 (2.56仙)
   

擬派中期股息：無（二零零九年：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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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虧損）  258,814 (10,109)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

現金流量對沖  34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  259 –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2,282) 588

匯兌差額：
 匯兌儲備之淨變動  7,781 (1,023)
   

  5,792 (435)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264,606 (10,544)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48,564 (18,608)

 少數股東權益  16,042 8,064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264,606 (1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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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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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94,151 361,601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43,301 42,508

 聯營公司權益  441,228 240,349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990 4,674

 遞延稅項資產  3,878 3,854
   

  887,548 652,986
   

流動資產
 存貨  586,469 519,611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864 82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832,148 672,660

 衍生金融工具  1,289 1,422

 可收回稅項  1,820 2,143

 抵押存款  31,849 39,750

 現金及現金等值  315,745 309,027
   

  1,770,184 1,545,43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849,075 673,318

 結欠聯營公司款項  53,149 53,263

 衍生金融工具  1,261 1,427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款  279,853 263,949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融資租賃借款  8,498 10,262

 應付稅項  8,392 6,251
   

  1,200,228 1,008,470
   

淨流動資產  569,956 536,96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57,504 1,18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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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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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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62 16,981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融資租賃借款  7,802 11,454

 遞延稅項負債  2,908 2,882
   

非流動負債總值  35,272 31,317
   

淨資產  1,422,232 1,158,634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283,972 283,972

 儲備  957,019 707,919
   

  1,240,991 991,891

少數股東權益  181,241 166,743
   

權益總值  1,422,232 1,158,63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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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報一致，惟在本集團採納對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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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詳見下文附註
2。

2. 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採納下列與其業務相關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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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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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準則之改進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後之影響，認為無論對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或會
計政策，均無任何重大改變。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未於二零一零年生效的新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詮釋第1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修訂本） 關聯人士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之影響，惟仍無法確定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會否
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6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其提供的業務及地區性質來管理其業務。為使分部資料之呈報方式與提供予集團高
級管理層供其評估分部之表現及分配資源內部報告更一致，本集團根據產品基準，已識別以
下四項呈報分類。

(1)  工業消耗品貿易；

(2)  注塑製品及加工生產；

(3)  機械生產；及

(4) 線路板生產。

在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部間資源時，集團的高級行政管理層監控可歸屬每一可匯報分類之業
績、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注塑製品  
 工業消耗品 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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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92 205,917 485,788 268,302 686 – 1,173,385
內部分部銷售 10,902 – 1,621 – 2,427 (14,950) –
       

總收入 223,594 205,917 487,409 268,302 3,113 (14,950) 1,173,385
       

內部分部銷售按
 市場優惠價格
 計算

業績
分部業績 18,329 9,011 24,041 27,686 444 24 79,535
      

未分配公司費用       (10,852)
       

經營溢利       68,683
財務費用       (7,081)
投資收入       1,164
攤薄－聯營公司權益
 之盈利       200,67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439
       

除稅前溢利       265,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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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塑製品
 工業消耗品 及加工 機械 線路板 其他營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237,838 350,269 1,182,084 375,870 28,155 2,174,216
聯營公司權益      441,22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990
未分配公司資產      37,298
      

綜合資產總值      2,657,732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注塑製品  

 工業消耗品 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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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分部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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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分部銷售按
 市場優惠價格
 計算

業績
分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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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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塑製品
 工業消耗品 及加工 機械 線路板 其他營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179,951 333,273 1,045,119 321,834 28,751 1,908,928

聯營公司權益      240,349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674

未分配公司資產      44,470
      

綜合資產總值      2,198,421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銷售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15,209 272,702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 758,302 353,769

其他亞太國家 69,864 43,235

北美洲 8,099 8,581

歐洲 21,911 13,120
  

 1,173,385 691,407
  

4. 除稅前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及計入下列各項：

扣除：
折舊及攤銷
 折舊及攤銷：
  自購資產 22,394 24,655

  財務租賃資產 3,783 1,793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432 37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943
  

並已計入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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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1,095 479

海外稅項 5,966 2,093
  

 7,061 2,572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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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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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虧損）
本期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期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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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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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應佔溢利（虧損） 243,574,000港元 (18,147,000港元)

每股盈利（虧損） 34.31港仙 (2.56港仙)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09,930,692 709,930,692

假設於本期內因假定行使所有未行使購股權
 而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73,108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之本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10,403,800 709,930,69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應佔溢利（虧損） 243,574,000港元 (18,147,000港元)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34.29港仙 (2.5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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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2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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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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03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494,168,000港元），其帳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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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至三個月 441,076 368,252

四至六個月 77,294 49,977

七至九個月 43,337 16,344

超過九個月 60,327 59,595
  

 622,034 49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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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70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427,772,000港元），其帳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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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至三個月 452,274 320,107

四至六個月 74,781 89,863

七至九個月 2,982 2,029

超過九個月 17,664 15,773
  

 547,701 42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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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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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709,930,692 283,972
  

11.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為承租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內之最低經營租賃支出：
 土地及樓宇 7,274 7,434

 廠房及機械 – –
  

 7,274 7,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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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 23,449 12,356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1,357 26,072

超過五年 15,945 24,445
  

 70,751 6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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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為41,000港元）後約為143,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約為19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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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 273 538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50 294
  

 523 832
  

12. 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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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支出：
 已授權但未簽約 – –

 已簽約但未作出撥備 58,708 6,384
  

 58,708 6,384
  

13. 財務擔保及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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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財務機構之已使用信貸額作出的擔保：
 非集團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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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將下列以帳面值計算的資產作抵押，以取得一般銀行貸款：

 帳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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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宇 23,333 23,20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3,922 3,940

廠房及機器 43,949 47,149

銀行存款 31,849 39,750
  

 103,053 11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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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抵押存款的原屬貨
幣為人民幣。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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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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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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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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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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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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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於結算日結欠本集團之結餘（附註i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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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 825

聯營公司：

於結算日本集團結欠之結餘（附註ii） 53,149 53,263

於結算日結欠本集團之結餘（附註ii） 75,994 7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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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已超過一年，回顧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世界主要的經濟體系正
走向復甦之途，市場需求及投資信心漸漸回穩，本集團緊守著審慎、務實的經營方
針，渡過了這次經濟危機。本報告期內，各項業務以更清晰的發展策略、更精簡的
營運架構，克服了營商環境種種不同變化及挑戰，同時能抓緊經濟復甦的機遇，因
此大部份業務的表現均能回復甚至超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於期內集團的綜合營
業額約為1,173,385,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約70%。期內股東應佔經營溢利
及溢利凈額分別約為68,683,000港元及243,574,000港元。上述溢利淨額中包括期內
聯營公司深圳浩寧達儀錶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深圳證券交易所A股上市後，本公司
被視為因出售此聯營公司的權益而確認之帳面收益約201,000,000港元，有關詳情本
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的公告及二零零九年年報中披露。

製造業務

機械

自去年中國政府推出人民幣四萬億元振興經濟措施，拉動國內工業增長，機械業
務的整體銷售額於期內錄得約4.8億港元，對比去年同期上升近125%，佔集團的綜
合營業額約41%；本業務於期內轉虧為盈，經營溢利約為24,041,000港元，而去年
同期的經營虧損約為24,865,000港元。

中央連續推行多個刺激經濟方案例如：家電及汽車下鄉、加快及加大基建項目及
放寬銀根等，使國內市場出現強勁的回彈能力。在前景較為明朗下，國內客戶投資
設備的意欲高漲，某程度上已超越了金融危機前的需求水準，至於海外需求方面
與去年同期相比也錄得超過30%的增長。核心產品注塑機在策略性調整產品組合，
集中研、產、銷較高毛利率的伺服節能型GREENLINE Se系列和量產行效應各種因
素結合下，綜合毛利率有明顯的提升。加上在節能環保的大趨勢及國內去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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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業用電收費基準的直接效應下，Se系列廣泛地受到客戶認同而銷售量每月俱
增，預期此系列產品的銷售佔比將逐漸提升。至於數控鈑金及其他機械方面，同樣
受惠於國內基建項目增容及國內消費增長，使銷售量倍增及毛利率回復至過往水
準。

產品技術發展方面，通過工程研發隊伍及與關鍵OEM元件供應商的緊密配合，同
時借鑒了跨行業（電梯及汽車）的成功例子，將制動能源回收及應用概念用在注塑
機上，成功研發出國內首台制動能源再生的伺服驅動液壓節能系統，並在本年五
月份於上海CHINAPLAS展覽會中展出帶有「伺服液壓驅動制動能源再生利用裝置」
的Se系列注塑機。此外，本業務更不斷加深研發超大型注塑機的節能效果，務求取
得最佳的伺服驅動組合及模式。本年五月份，Se系列（2200T鎖模力）被國家塑膠機
械產品品質檢驗中心評定為具有最高級別的第一級節能標準；而GREENLINE Se系
列更成為全行業唯一在超大型注塑機（鎖模力在1600T至2800T）獲得第一級節能評
級的產品，這標誌著GREENLINE Se系列在節能發展道路上一個重要里程碑。

注塑製品及加工

期內本業務的綜合銷售額約為205,917,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升幅約為38%，
佔集團綜合營業額約18%，期內經營溢利約為9,011,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的經營溢
利約為781,000港元。

東莞的注塑加工業務，受惠於取得客戶新開發產品的訂單，加上各行業終端客戶
整體銷售的提升，回顧期內本業務的銷售額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約25%，其中尤以
高光產品、LED燈及其它高增值產品的升幅較為顯著。期內由於營業額上升致使經
營溢利亦回復了合理的水平，然而本業務跟大部份製造行業一樣，仍無可避免要
面對漸趨龐大的成本壓力例如原材料及工資支出的不斷提升，對此本業務會繼續
集中強化生產效率、成本控制及人事管理等各方面，以減低成本壓力對盈利造成
的影響。



18

光學產品業務方面，由於美國受金融危機打擊元氣未回，歐洲又受新一輪經濟危
機拖累，影響了歐元區各國的購買力，令入口量下降。本業務於期內的營業額及毛
利率對比起去年同期，雖然均有所提升，其中以具較高毛利的顯微鏡產品銷售額
增幅較明顯，但在出口市場仍未完全復甦之下，期內本業務只能獲得微薄的盈利。

珠海的塑膠餐具及食品包裝注塑製品業務，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逐漸復甦，加上
新的可降解、環保材料的推廣及使用，已廣被客戶接受認同，報告期內本業務的銷
售得以平穩發展，錄得與去年同期相約的營業額；可是由於塑膠價格、用工成本等
不斷上漲，為本業務的毛利增長帶來壓力。尤幸本業務在生產節能及自動化改造
等措施漸見成效，行政管理費用亦控制得當，期內盈利較上年同期只略有下降。

合肥的注塑加工業務，由於該市已逐漸成為中國其中一個家電製造中心，加上繼
續受家電下鄉和農村城鎮化建設等政策的帶動，本業務的銷售及盈利與去年同期
比較，均錄得理想的增長。至於增建合肥廠房的項目，前期規劃土地、廠房購建及
生產線擴充等計劃正逐一在落實之中。

印刷線路板

印刷線路板業務於上半年度錄得的銷售額約為268,302,000港元，佔集團的綜合營
業額約23%，與去年同期相比升幅約為30%。期內錄得的經營溢利約為27,686,000港
元，而去年同期的經營溢利約為26,346,000港元。回顧上半年度，金融危機過後各
行各業稍回復暢旺，本業務之客户訂單仍可保持理想的數量，原材料價格及人民幣
滙率於期內持續回升，令本業務的生產成本增加。期內已逐步向客戶提出了加價
的安排，以減低成本上漲的壓力，由於期內訂單穩定，盈利能力最終比預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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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業務

貿易業務於二零零九年成功拓展國內的內需市場，以應付當時嚴峻的經濟危機，
彌補下滑的出口市場，為今年業務增長奠下良好基礎。二零一零年隨着全球經濟
逐步復甦，中國刺激內需的政策亦見成效，各行業的客戶需求均較去年顯著增加，
故此，貿易業務上半年業務錄得大幅回升。期內綜合營業額約為212,692,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約79%，經營溢利約為18,329,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的經營溢利約
為3,710,000港元。本年五月，本業務斥資約人民幣8,391,000元在廣州市越秀區自置
新辦公室，日後可免卻因租金上升及頻繁搬遷帶來對業務運作的影響。

其他業務

電子電能錶及相關業務

集團的聯營公司深圳浩寧達儀錶股份有限公司（「浩寧達」），於本年二月在深圳交
易所掛牌作A股上市，成為集團其中一個極具增長潛力的投資項目。浩寧達集資所
得的款項淨額約共人民幣687,000,000元，已按計劃用於加強電子電能錶及用電自動
化管理系統終端項目的發展，部份用於建設企業技術科研中心及營銷網絡建設方
面。上市後的浩寧達，無論在財務基礎、業務層面以至市場佔有率方面，均有所提
升。期內其業務平穩發展，達到預期的理想成績。

展望
機械業務方面，展望下半年市場可保持平穩，本業務會以國內市場及節能型機械
為主，海外市場為副的平穩增長策略，並通過在今年五月份新落成，位於東莞東城
區產能增加約20%的新廠房，應付在手訂單及適配伺服節能型塑膠加工機械的持續
增長勢頭。在國內供應鏈建設方面，將進一步加強與關鍵OEM版本元件供應商的
戰略夥伴合作關係，以配合產品研發及增大產能的中長期規劃。深信機械製造業
務可以在已調整的產品組合基礎上維持較好增長，集團對此業務的未來業績表現
持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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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製品及加工業務方面，東莞的注塑加工業務將會致力爭取產值較高產品如微
型雪櫃、節能LED檯燈等的訂單，更會繼續開拓其他行業的新客戶，而下半年的訂
單情況理想，估計全年的業績可維持平穩的增長。光學產品業務下半年已有新客
戶和項目在成熟的洽談階段中，例如注塑加工和筆型顯微鏡，期望在這些新客戶
和新項目的帶動下，本業務的銷售額能得以提升。塑膠餐具及食品包裝注塑製品
業務在下半年將致力於生產管理，採取一系列舉措提高效率及控制成本，此外更
會完善對客戶的服務，提高產品開發效率並開拓新市場。

印刷線路板業務方面，預期下半年最低工資升幅會較大，原材料價格及人民幣滙
率均會繼續上升，經營環境將比較困難，本業務除在產品質量上作出持續改善外，
更會開拓生產效益較高之產品以保持本業務之競爭力。

貿易業務方面，經過上半年的急促增長，估計下半年市況會略為放緩，業務傾向平
穩發展。雖然上半年經營環境明顯改善，但歐美債務問題仍未解決，環球經濟復甦
之路漫長而艱辛，市場信心仍然脆弱。事實上第二季下旬，部份行業已有放緩跡
象，個別客戶開始出現零部件的囤積，估計下半年市場需求會相應減少。面對變化
急促的市場，貿易業務在實行緊縮開支政策的同時，仍會加强發展內需市場的業
務，拓展符合環保節能概念的新產品及服務，相信全年業績會有理想的表現。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經濟復甦，為本集團各項業務的銷售及溢利帶來相當正面的
影響，反映在令人鼓舞的中期業績增長數據中，增強了集團各業務於下半年爭取
更佳業績的信心。然而外在環境仍存在不少隱憂，例如受歐洲經濟進入緊縮期，使
環球經濟全面復甦的前景仍不明朗；多項成本如原材料、勞工成本不斷上升；中國
的經濟發展又潛在放緩的風險，都是集團在下半年或二零一一年必需謹慎應對的
挑戰。儘管如此，大同擁有穩固健康的基礎、出色及具應變能力的管理團隊，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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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足夠的能力及決心應對任何重大挑戰及變化。集團會堅持科研發展，繼續
培養管理人才，適時投放資源至高增值的業務及產品中，以提升競爭優勢，令集團
各項業務持續發展、再創佳績。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
無）。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本約為1,240,991,000港元，而於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991,89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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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負債比率約為0.46（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0.47），而流動資金比率約為1.47（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3），該等
比率保持良好水平。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銀行結餘及定期存款約為
315,745,000港元，財務狀況保持穩健。

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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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財務機構之已使用信貸額作出的擔保：
 非集團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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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資產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將下列以帳面值計算的資產作抵押，以取得一般銀行貸款：

 帳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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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宇 23,333 23,20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3,922 3,940

廠房及機器 43,949 47,149

銀行存款 31,849 39,750
  

 103,053 11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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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抵押存款的原屬貨幣為人
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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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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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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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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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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約共5,500名（二零零九年：約共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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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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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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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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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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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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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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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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