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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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ISI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利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26）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利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
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營業額 3 220,191 147,934

銷售成本  (177,311) (113,129)
   

毛利  42,880 3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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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其他收益  788 913

其他收入 4 7,096 228

銷售及分銷成本  (9,921) (5,840)

行政及其他營運支出  (26,316) (21,870)
   

  (28,353) (26,569)
   

經營溢利╱（虧損） 5 14,527 8,236

財務費用  (4,907) (4,077)
   

除稅前溢利╱（虧損）  9,620 4,159

稅項 6 (3,784) –
   

本期間溢利╱（虧損）  5,836 4,15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757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
 收益總額  6,593 4,159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8 0.25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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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商譽  66,781 –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8,907 232,213
   

  315,688 232,213
   

流動資產
 存貨  72,358 39,866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79,368 56,66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29,294 6,921

 銀行結存及現金  104,813 12,412
   

  285,833 115,86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80,392 58,059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44,535 43,782

 無抵押關聯公司墊付的款項 13 – 6,818

 無抵押關聯公司提供的貸款 14 – 6,355

 無抵押短期貸款 14 6,355 –

 無抵押股東提供的貸款 15 11,000 14,000

 短期銀行貸款  79,681 38,513

 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  15,827 102,273

 應付融資租賃之即期部份  35 34
   

  237,825 269,834
   

淨流動資產╱（負債）  48,008 (153,96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3,696 7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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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應付之融資租賃  87 106

 長期銀行貸款  129,413 –

 遞延稅項  468 –
   

  129,968 106
   

資產淨值  233,728 78,14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4,770 15,395

 儲備  208,958 62,745
   

  233,728 7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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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資本贖回 兌換變動  累積（虧損）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儲備 繳納盈餘 ╱溢利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15,395 25,352 1,265 139 54,477 (27,154) 69,474

期間變動 – – – – – 4,159 4,159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15,395 25,352 1,265 139 54,477 (22,995) 73,633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15,395 25,352 1,265 139 54,477 (18,488) 78,140

本期間變動 9,375 139,655 – 757 (35) 5,836 155,588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24,770 165,007 1,265 896 54,442 (12,652) 23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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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經營業務現金流出淨額 (7,114) (22,543)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123,779) (7,696)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223,294 29,63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減少）淨額 92,401 (60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412 11,168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4,813 1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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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其他相關之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在其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
年財務報表內所用之編製基準相同。

3. 分部資料
為與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人作內部呈報資料之方式相一致，本集
團於本期間僅有一項業務分部，即製造及買賣家居用品。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經營業務。有關本集團源自對外客戶的收入及非流動資產的地區分
部如下：

 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於 於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未審核） （經審核）

美國 121,171 121,399 – –

加拿大 1,543 4,294 – –

香港 9,315 5,929 816 551

中國 67,920 197 314,872 231,662

歐洲 10,142 6,259 – –

其他 10,100 9,856 – –
    

 220,191 147,934 315,688 23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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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930 228

僱員法律申訴撥備回撥 3,060 –

其他應付賬款回撥 1,406 –

政府補貼 544 –

其他 156 –
  

 7,096 228
  

5. 經營溢利╱（虧損）
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9,192 8,116

呆壞存貨撥備 39 (107)

呆壞賬撥備 7 –

匯兌虧損淨額 4,965 131

員工成本 32,134 23,127

終止福利 131 83
  

6.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本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316 –

遞延稅項 468 –
  

 3,7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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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內，由於本集團於香港業務就稅務而言出現虧損，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二零零九年：零港元）。就於中國內地經營而須繳納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則根據現有法規、詮
釋及慣例以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8. 每股盈利
本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間溢利淨額5,83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溢利淨額4,159,000

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320,713,794股（二零零九年：1,539,463,794股普
通股）計算。

由於本期間未出現任何攤薄事項，因此本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30至60日之信貸期。根據到期日，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已
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即期 70,602 48,370
  

逾期少於一個月 6,173 8,173

逾期一個月到兩個月 2,467 4

逾期超過兩個月 126 121
  

 8,766 8,298
  

 79,368 56,668
  

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結餘增加乃主要由於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寧波利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支付人民幣
22,059,730元（相等於約25,650,849港元）之按金作為向若干獨立第三方收購寧波立立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8.62%股權之代價人民幣68,085,830元之一部份。

有關詳情，敬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三日發表的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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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
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少於三個月 54,064 36,171

三個月至六個月 20,866 10,918

六個月至一年 1,192 1,788

超過一年 4,270 9,182
  

 80,392 58,059
  

12. 承擔
經營租賃承擔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按不可撤銷的經營租約應付之將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7,698 268

兩年到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8,446 –
  

 16,144 268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出租其部分租賃土地及樓宇，平均租賃期為2年。於結算日，根據不可撤
銷經營租賃，可予收取的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375 1,100

兩年到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
  

 375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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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無抵押關聯公司墊付的款項
關聯公司（本公司董事兼股東李立新先生擁有實益權益）墊付的貸款為無抵押、按年利率6%

計算利息，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償還。

14. 無抵押短期貸款
貸款（無抵押、按年利率7%計算利息，並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償還）已在到期時由本公司
董事及股東徐進先生擁有實益權益之關聯公司轉讓予第三方。

15. 無抵押股東提供的貸款
股東提供的貸款6,000,000港元為無抵押，並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每年3%計算利息，並須於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償還。該股東提供的另一筆貸款5,000,000港元亦為無抵押，並按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加每年2%計算利息及須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償還。

16.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寧波利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與若干獨
立第三方訂立股份轉讓協議及增資協議。待股份轉讓及增資完成時，寧波利時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將擁有寧波威瑞泰默賽多相流儀器有限公司註冊資本之24.76%權益，相關代價為人民幣
40,000,000元。

有關詳情，敬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發表的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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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摘要

業績概覽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的營業額約為港幣二億二千零二十萬元，較去年同期之
營業額港幣一億四千七百九十萬元上升48.8%。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錄得經營溢
利為港幣一千四佰五十萬元，去年同期之經營溢利為港幣八百二十萬元。此外，淨
溢利為港幣五佰八十萬元，去年同期之淨溢利為港幣四百二十萬元。本集團每股
基本盈利為0.25港仙。

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完成收購本公司主要股東達美製造有限公司於
寧波之塑膠及家用品業務以及相關製造設備，相關代價為90,000,000港元。有關詳
情，敬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刊發的通函。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寧波利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與若干
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寧波立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寧波立立電子」）
之合共8.62%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68,085,830元。寧波立立電子為中國主要半導體
供應商之一。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寧波利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與若干獨立第三方訂立股
份轉讓協議及增資協議，待股份轉讓及增資完成時，寧波利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將
擁有寧波威瑞泰默塞多相流儀器設備有限公司（「威瑞泰默塞」）註冊資本之24.76%，
總代價為人民幣40,000,000元。威瑞泰默塞之核心業務為石油及天然氣行業發展及
應用分離技術及多相測量科學。

於本中期業績發表日期，收購寧波立立電子及威瑞泰默塞之所有必須法律程序及
條件仍在處理中，以完成該等交易。

流動資金和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資產增加至港幣二億三千三佰七十萬元，每
股資產淨值為9.4港仙。同時，本集團總資產值為港幣六億零一百五十萬元，其中現
金及銀行存款約佔港幣一億零四佰八十萬元。本集團的綜合借貸達港幣二億四千二
佰四十萬元。本公司已於本期間內增加股本，其負債資產比率（銀行及其他借貸除
以總權益）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215.1%，減少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的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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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完成股份認購事項，937,500,000新股份已按每
股0.16港元之認購價發行及配發予本公司之主要股東達美製造有限公司，相關總現
金代價為150,000,000港元。有關股份認購事項之詳情，敬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刊發的通函。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主要借貸包括一項由交通銀行深圳分行提供
為期三年的銀行貸款，目前該筆貸款的結欠為港幣一億四千五佰二十萬元，其他
銀行貸款為港幣七千九佰七十萬元，以及由一主要股東及兩間關連公司所提供之
墊款及貸款合共港幣一千七佰三十萬元。所有借貸均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結算，
而借貸之息率為浮息及定息。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為港幣一億六千二佰二十萬元（二零一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一億六千四百九十萬元）的若干資產已作為本集團向銀行融
資的抵押擔保。

資本開支及承擔

除上文「報告期後事項」一節內所披露者外，本集團將繼續恰當地分配資源用作收
購及改善資本性資產，例如添置模具及新的機器，從而提升效率，以配合生產及市
場需求。當中所需的資金，主要來自本集團的經營收入，其次來自現有的貸款及股
本融資。

外幣兌換風險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以港幣、人民幣及美元為主要結算貨幣。只要港幣仍與
美元掛鈎，而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升值採取審慎且循序漸進的措施，則本集團所承
受的外幣兌換風險將隨著外匯市場廣泛預期之人民幣逐漸升值而改變。由於人民
幣並非國際貨幣，所以並無有效的方法來對沖本集團現金流的相關風險。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用作對沖外幣兌換的金融工具。然而，本
集團將會密切監察人民幣匯率波動，並採取市場上提供之適當措施以滿足業務需
要及管理外幣兌換風險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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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資料

北美洲仍是本集團之第一大市場，佔本集團總銷售額55%。

由於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新近收購之塑膠及家用品業務所採用之業務模式，
該分部之銷售佔本集團於本期間總銷售額30.8%，由於該分部乃透過中國本地出口
代理進行銷售，因此該分部在上文未經審核財務報表附註3所呈列之分類資料內被
分類為中國市場。實質上，貨品最終出售予海外市場。

其他市場包括歐洲、香港及其他地區。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為1,742人，分佈在香港及內地的辦公
室及廠房。本集團按員工的個人職責、資歷、經驗及表現而發放數額具競爭力之酬
金。本集團亦有為員工舉辦各項課程，包括管理技巧工作坊、資訊交流研討會、在
職培訓及職安課程。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惟於回顧期內並無授予任何購股權。

業務回顧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錄得之淨溢利為港幣五百八十萬元。受銷量增加、生產力改善
措施及來自新近收購業務之貢獻所推動，業績較去年同期之淨溢利港幣四百二十
萬元有所改善。然而，由於全球原材料市場價格上升以及本集團中國工廠之本地
生產成本增加（由人民幣升值及本地成本上漲所引致），在管理成本方面仍充滿挑
戰。本集團已採取措施，一方面嚴管本地採購成本及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與客
戶磋商以提高價格。此外，本集團繼續專注於邊際利潤較高之產品，並發掘具增長
潛力之新市場及業務。

財務費用較去年同期增加港幣八十萬元，乃主要由於銀行借貸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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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推行控制成本措施，及以邊際利潤更佳的產品及客戶為重的業務策
略，近年來，即使在二零零八年發爆金融海嘯後充滿挑戰及不穩定的市場環境下，
該等措施及策略已成功改善本集團的業務及財務表現。除了繼續致力實施控制成
本措施，例如在採購上及生產計劃上的結構改變及╱或遷移其（或某些）生產設施
至較低成本地區，本集團亦會積極發掘新商機。本集團已採取積極主動策略，並將
會繼續致力拓寬客戶基礎，尤其是邊際利潤高的原件生產客戶，原件生產客戶普
遍更樂於投資度身訂造的產品，以符合彼等指定的要求。長遠來說，集團將進一步
加強發展其他地區市場的業務。

本集團一直努力提升其產品。憑藉本集團產品研發隊伍的創新能力，我們定能生
產出適合巿場需要之產品，從而維持良好的毛利率。本集團一直在開發新產品如
廚用小器具、金屬硅橡膠烤焙器及硅橡膠烤焙器。在中短期內，我們將開設新產品
線，令產品更多元化，儘可能最有效地運用產能，並把握全球經濟復甦時市場上
的機遇。我們亦密切監察量化寬鬆措施及反通脹措施於不同市場之直接或間接影
響，並據此調整我們的銷售及採購策略，以達致持續增長及改善表現之業務目標。

進一步增強於家用品市場之領導地位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完成收購達美製造有限公司於寧波之塑膠及家用品業務
及相關製造設備為本集團現有家用品業務提供即時增長之重要貢獻，並進一步增
強本公司於市場上的領導地位。擴大客戶基礎、增加生產效率及種類更加全面的
家用品之協同效應將進一步改善本集團之財務表現。

拓展具高增長潛力之新業務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亦在多樣化發展其業務至具高增長潛力之新業務領域方面進
展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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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寧波利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與若干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
協議，以收購寧波立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寧波立立電子」）之合共8.62%股權。寧
波立立電子為中國主要半導體供應商之一，擅長硅單晶錠、硅拋光片、外延片及複
合半導體材料之研究及開發。本公司董事對寧波立立電子之前景持樂觀態度，並
認為本次收購為本集團業務多樣化及將業務拓展至具高增長高創造價值業務之開
端。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寧波利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與若干獨立第三方訂立股
份轉讓協議及增資協議，待股份轉讓及增資完成時，寧波利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將
擁有寧波威瑞泰默塞多相流儀器設備有限公司（「威瑞泰默塞」）註冊資本之24.76%。
威瑞泰默賽乃一間專門從事供石油及天然氣行業使用之分離技術及多相測量科學
之科研公司。威瑞泰默賽之核心業務為協助客戶勘探石油及天然氣井，以及提供
石油及天然氣之準確、可靠及即時測量方法，藉以提高客戶提煉石油及天然氣的
生產力及消減成本。本公司認為收購威瑞泰默賽符合本集團追求業務增長及產生
溢利之業務策略。

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具高增長潛力及良好盈利之潛在業務，為本公司之快速增長增
添動力，並為股東帶來穩定回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
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文深先生（主席）、何誠穎先生及張
翹楚先生已連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實務，並已討論財務匯報
事宜，包括審閱本期間內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本期間內已一直遵守由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
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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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在本公司作出查詢後，所
有董事均已確認，於本期間內，彼等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

承董事會命
利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李立新
主席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由非執行董事李立新先生（主席），執行董事程建和先
生，非執行董事徐進先生、劉建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誠穎先生、陳文深
先生及張翹楚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