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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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SHU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嘉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2）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營業額上升 24.4%至361,62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290,790,000港元）

• 毛利增長7.4%至66,02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61,465,000港元）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減少7.0%至14,41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15,502,000
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下跌 11.1%至1.6港仙（二零零九年上半年：1.8港仙）

• 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1.3港仙（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每股2.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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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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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之
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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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361,624 290,790
銷售成本 (295,595) (229,325)

  

毛利 66,029 61,465
其他收入 4 798 2,578
銷售及分銷開支 (5,181) (3,450)
一般及行政開支 (41,309) (39,439)

  

經營溢利 20,337 21,154
融資成本 5 (1,049) (853)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298)

  

除稅前溢利 19,288 20,003
所得稅開支 6 (4,873) (4,50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7 14,415 15,502
  

每股盈利 9
 －基本（港仙 ) 1.6 1.8
 －攤薄（港仙 ) 1.6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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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4,415 15,502

期內之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705 29

減：出售共同控制實體有關之匯兌
   差額重新分類至損益賬 – 922

  

3,705 (89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8,120 14,609
  



– 4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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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 349,152 355,626
 預付土地租金 48,223 48,435
 會所會籍 718 718
 預付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按金
  及預付土地租金 19,100 18,484

  

417,193 423,263
  

流動資產
 存貨 125,911 130,533
 貿易應收款項 11 112,837 111,75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478 15,662
 即期稅項資產 2,879 1,6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231 2,230
 銀行及現金結餘 93,609 78,171

  

355,945 339,95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57,319 59,260
 已收按金 1,842 1,0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6,039 36,88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50 2,42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的金融負債 1,200 －
 短期借款 37,000 40,046
 長期借款的即期部分 13,600 11,300
 融資租約承擔的即期部分 12,383 12,275
 即期稅項負債 1,632 6,932

  

161,065 170,127
  

流動資產淨值 194,880 169,82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12,073 593,087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39,304 23,879
 融資租約承擔 5,722 11,916
 遞延稅項負債 1,608 1,608

  

46,634 37,403
  

資產淨值 565,439 555,68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8,128 88,000
 儲備 477,311 467,684

  

權益總額 565,439 55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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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集團以生產鋅、鎂及鋁合金壓鑄件為主，主要售予從事家居用品、3C（通訊、電腦及消費者電子）產
品及汽車零部件業的客戶。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編撰。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必須與二零零九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的會計政策及
計算方法，與編撰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時所使用的會計政策相同。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適用於本身營運，由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
計年度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並未使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呈報方式及本期間與以往期間呈報的金額出現
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未採納已頒佈但未開始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的影響，但未能對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
影響作出結論。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於期內銷售貨品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已扣除退貨及給予客戶的折扣）。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現時業務分為三個營運部門—鋅、鎂及鋁合金壓鑄件。該等部門是本集團呈報主
要分部資料的基準。本集團之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之的策略業務單位。由於有關業務需要不同
技術及有不同成本計量方式，故該等分部乃獨立管理。

分部溢利或虧損不包括利息收入、融資成本、來自衍生工具之損益、所得稅開支、企業收益及企業開
支。分部資產不包括即期稅項資產、企業資產、會所會籍及衍生工具。分部負債不包括衍生工具、借
款、融資租約承擔、即期稅項負債、企業負債、應付股息及遞延稅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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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期內按業務分部分類的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鋅合金 鎂合金 鋁合金
壓鑄件 壓鑄件 壓鑄件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08,077 70,684 82,863 361,624

 分部溢利 12,243 5,152 9,575 26,97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238,664 186,814 130,766 556,244

    

鋅合金 鎂合金 鋁合金
壓鑄件 壓鑄件 壓鑄件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52,525 65,674 72,591 290,790

 分部溢利 4,028 17,391 5,938 27,357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250,282 179,601 130,132 56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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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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溢利或虧損之對賬

呈報分部總溢利或虧損 26,970 27,357

不分類數目
 利息收入 282 11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的金融負債虧損 (1,200) (300)

 融資成本 (1,049) (853)

 所得稅開支 (4,873) (4,501)

 企業收益 118 1,964

 企業開支 (5,833) (8,282)
  

期內綜合溢利 14,415 15,502
  

4.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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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282 117

廢料銷售 － 50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及預付土地租金收益 83 1,715

其他 433 240
  

798 2,578
  

5.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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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透支及貸款利息開支 818 495

融資租約支出 231 358
  

1,049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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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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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撥備 2,059 1,716

即期稅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撥備 2,814 2,785

  

4,873 4,501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根據有關期間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作出撥備。其他地區的應課稅溢利稅項支出按本集團經
營所在地的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以當地現行稅率計算。

7. 期內溢利

本集團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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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撥備 676 1,200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4,420 17,641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收益 (83) (1,362)

出售預付土地租金收益 － (353)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298
  

8.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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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建議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1.3港仙（二零零九年：每股普通股2.1港仙） 11,457 18,480

已批准及已付截止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1.1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普通股0.6港仙 ) 9,694 5,280

  

21,151 2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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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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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14,415 15,502

  

股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880,458,359 880,000,000

購股權導致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1,560,187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882,018,546 880,000,000
  

10. 物業、機器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止期間，本集團出售賬面值約700,000港元（未經審核）（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40,000港元（未經審核））的若干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款項783,000

港元（未經審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002,000港元（未經審核）），產生出售收益約
83,000港元（未經審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362,000港元（未經審核））。

此外，本集團將約1,298,000港元（未經審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798,000港元（未
經審核））用作於中國惠州大亞灣建設新廠房及約14,069,000港元（未經審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23,095,000港元（未經審核））用作添置新機器及設備，以提升生產能力。



– 10 –

11.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 30日至90日的信貸期。貿易應收款項於結算日（按確認出售貨物的日期）的賬齡
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日 59,866 69,725

31日至60日 26,192 24,522

61日至90日 20,025 13,454

91日至180日 6,346 3,376

180日以上 408 678
  

112,837 111,755
  

12.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一般從供應商取得30日至60日之信貸期。貿易應付款項於結算日（按收到已購買貨物的日期）
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日 38,348 32,061

31日至60日 2,166 19,569

61日至90日 3,052 2,037

91日至180日 13,480 2,994

180日以上 273 2,599
  

57,319 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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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A) 概覽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全球經濟保持穩定復甦，本集團產品的市場需求也持續擴大。
從營業額的改善，反映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成功在其業務
上取得增長。管理層相信，全球經濟表現於二零一零年其餘時間將繼續穩步上揚。

儘管營業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所增加，本集團之毛利率下
跌，主要是由於原材料價格及勞工成本上升。為了減低此等因素的影響，本集團已
開始向其客戶提高其產品價格，以改善二零一零年下半年之整體毛利率。

本集團相信，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其整體業務將延續上半年之增長趨勢，本集團
預期下半年可取得比上半年更好的成績。憑藉其健康之財務狀況及業務發展策略，
本集團於未來將繼續致力維持過往的高派息政策，向股東提供更佳回報。

(B)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約為 361,624,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上半年：290,79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24.4%。營業額增長主要是由於全球
經濟逐漸復甦所致。

期內毛利上升7.4%至約66,02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61,465,000港元）。但是，由
於原材料價格上升及員工成本增加，導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之毛利率由去年同期之
21.1%下跌至18.3%。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相比去年同期因而減少約7.0%至約
14,41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15,502,000港元）。

(C) 業務回顧

鋅合金壓鑄業務

鋅合金壓鑄業務仍然維持為本集團業務最主要的部份，佔營業額約57.5%（二零零九
年上半年：52.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此業務分部營業額取得顯
著增長達 36.4%至約208,07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152,525,000港元）。此顯著上
升主要是受附在鋅合金壓鑄件上的塑膠部件銷售強勁所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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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合金壓鑄業務

由於應用在筆記本電腦的鎂合金壓鑄零部件需求持續增加，此業務錄得7.6%之升幅
至約70,68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65,674,000港元），於回顧期內佔本集團營業
額約19.5%（二零零九年上半年：22.6%）。

鋁合金壓鑄業務

於 回 顧 期 內，鋁 合 金 壓 鑄 業 務 之 營 業 額 約 為82,863,000港 元（二 零 零 九 年 上 半 年：
72,59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4.2%，佔本集團營業額之比例約為23.0%（二零零九
年上半年：25.0%）。隨著經濟反彈，此業務分部正處於良好之增長勢頭。

(D) 展望

全球經濟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已呈現復甦之勢，整體營商環境也得以改善。管理層
相信，經濟環境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將持續穩步回復。

中國的最低工資上升引致員工成本增加，為處於中國的生產商帶來更多的挑戰。為
了應付不斷上漲的員工成本，本集團將持續透過加強自動化及優化生產工序，務求
提升生產力及精簡前線生產員工的數目。另外，本集團將執行嚴謹及有效的成本控
制措施以改善整體之營運效率。此外，本集團亦開始逐步調整其產品售價，把增加
的原材料價格及員工成本轉嫁給客戶，藉以改善其毛利率。

位於中國惠州大亞灣之生產廠房目前主要生產鋁合金、鋅合金壓鑄件及塑膠部件。
與此同時，此新廠房亦專注於新產品及生產技術的研究及開發。本集團認為此新廠
房可以促使本集團擴大其塑膠注塑部件市場及對開發高增值與高利潤產品充滿信
心。

由於預期向客戶提供合金及塑膠部件之一站式服務會為集團帶來更多的業務機會，
本集團因而發展塑膠注塑業務，此業務並於回顧期內一直能夠保持理想增長。此舉
證實本集團致力成為垂直整合一站式服務供應商的策略成功，並為本集團業務提供
新的動力。有鑑於此，本集團相信此新塑膠注塑業務正處於強勢點，可以帶來業務
持續增長及於不久的將來成為本集團另一主要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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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本電腦付運量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錄得顯著增長。付運量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以
筆記本電腦取代桌面電腦之市場步伐正在加快，以及低價筆記本電腦日益受到市場
歡迎。憑藉其在鎂合金壓鑄及表面處理的技術優勢，本集團具有強大的實力去爭取
更多的筆記本電腦零部件訂單。

世界各國政府正加強關注節能、減排及環保項目。緊貼此趨勢，本集團現正進行研
究及開發利用鎂合金生產 light emitting plasma（「LEP」）照明產品，LEP照明為新的照明
技術，與傳統照明設備比較，其壽命較長、可以節省更多能源及符合環保原則。管理
層相信此新照明產品業務將為本集團於未來帶來更多商機。

為了加強其核心價值，本集團現正進行「智力資本商業模式」價值提升計劃，以進一
步加強其競爭力。此新商業模式將專注本集團之資本化價值，其中包括人力資源、
企業結構資本及關係資本的價值提升。透過上述努力，本集團有信心此新商業模式
可以實現長遠業務增長及為股東創造更好的回報。

(E)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銀行及現金結餘約 93,609,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8,171,000港元），當中大多數以美元、人民幣或港元計值。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計息借款總額約為108,00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99,416,000港元），包括須於一年內或於要求時償還的銀行貸款及透
支約37,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046,000港元）、到期期限不超過
四年的定期貸款約52,90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179,000港元）及融
資租約承擔約18,10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191,000港元）。該等借
款大部份以港元計值，所採用的利率主要為浮動利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以計息借款及融資租約承擔的總
和除以權益總額）約為19.1%（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9%)。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94,88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69,824,000港元），包括流動資產約 355,94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39,951,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161,06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70,127,000港元），流動比率約為2.2（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



– 14 –

(F) 外匯風險承擔

本集團的大部分交易均以美元、港元或人民幣進行。因此，本集團已注意到美元、港
元及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可能引起的潛在外匯風險。於回顧期內，美元、港元及人民
幣匯率相當穩定。本集團將繼續密切評估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採取進
一步措施以減低本集團之風險。

(G)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H)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下列資產作為銀行借貸及信貸融資的擔保：
(a)本集團之銀行存款；(b)出租人按融資租約出租的資產業權；及 (c)本集團擁有的香
港物業。

(I)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4,100名全職僱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400名）。本集團之成功有賴全體僱員的表現和責任承擔，故此本集團把僱員視
作為我們的核心資產。為了吸引及保留優秀員工，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包
括退休金計劃、醫療福利和花紅獎賞。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及結構乃根據市場趨勢、
個人工作表現以及本集團的財務表現而釐定。本集團亦已採納認購股權計劃，旨在
向合資格僱員提供作為彼等對本集團所作出貢獻之鼓勵及獎賞。

本集團定期舉辦多項針對不同階層員工的培訓課程，並與多間國內專上學院及外間
培訓機構合辦各種培訓計劃。除學術和技術培訓外，本集團舉辦了不同種類的文娛
康樂活動，其中包括新春聯誼活動、各種體育比賽和興趣班等，目的為促進各部門
員工之間的關係，建立和諧團隊精神及提倡健康生活。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3港仙，將於二
零一零年十月四日（星期一）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五）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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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五）（包
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
資格獲派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
二十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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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批准本集
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並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由四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姚和安先生、孫啟烈先生BBS，太平紳士、盧偉國博士BBS，
MH，太平紳士及陸東先生，而姚和安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彼為合資格會計師，於財
務申報及控制擁有豐富經驗。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其目的為就委任董事及管理董事會之繼任事項向
董事會提供意見。提名委員會之成員包括孫啟烈先生BBS，太平紳士、盧偉國博士BBS，MH，
太平紳士、姚和安先生、陸東先生及姜永正博士，而孫啟烈先生BBS，太平紳士為提名委員
會之主席。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釐定董
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花紅獎賞及其他報酬。薪酬委員會由孫啟烈先生BBS，
太平紳士、盧偉國博士BBS，MH，太平紳士、姚和安先生、陸東先生及姜永正博士組成。薪酬
委員會之主席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啟烈先生BBS，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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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所載之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全面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

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對客戶、供應商及股東一直以來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本人另
對期內管理層所付出之寶貴貢獻及本集團員工之盡職服務表示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遠發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李遠發先生、姜永正博士、黃永銓先
生及陳達昌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孫啟烈先生BBS，太平紳士、盧偉國博士BBS，
MH，太平紳士、姚和安先生及陸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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