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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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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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至514,73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361,624,000港元）

‧ 毛利增長40.5%至92,76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66,029,000港元）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35.6%至19,54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
半年：14,415,000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上升 37.5%至2.2港仙（二零一零年上半年：1.6港仙）

‧ 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0.66港仙（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每股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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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連
同二零一零年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514,739 361,624

銷售成本 (421,970) (295,595)
  

毛利 92,769 66,029

其他收入 4 1,233 798

銷售及分銷開支 (7,496) (5,181)

一般及行政開支 (58,594) (41,309)
  

經營溢利 27,912 20,337

融資成本 5 (1,691) (1,049)
  

除稅前溢利 26,221 19,288

所得稅開支 6 (6,679) (4,87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7 19,542 14,415
  

每股盈利 9

－基本（港仙） 2.2 1.6

－攤薄（港仙） 2.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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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9,542 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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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3 3,70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5,795 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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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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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454,609 436,939
會所會籍 718 718
預付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按金 3,061 7,097

  

458,388 444,754
  

流動資產
存貨 204,848 182,757
貿易應收款項 11 178,726 154,33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8,526 17,14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的金融資產 4,661 8,292
已抵押銀行存款 – 2,232
銀行及現金結餘 128,519 122,532

  

545,280 487,29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106,957 126,229
已收按金 4,309 3,70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5,329 48,416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736 1,456
銀行借款 207,480 124,851
融資租約承擔的即期部分 11,749 11,953
即期稅項負債 10,641 9,615

  

388,201 326,222
  

流動資產淨值 157,079 161,07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15,467 605,82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388 2,388

  

資產淨值 613,079 603,43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8,796 88,263
儲備 524,283 515,175

  

權益總額 613,079 60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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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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及鋁合金壓鑄及塑膠注塑產品及部件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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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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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編撰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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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一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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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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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營運部門—鋅、鎂及鋁合金壓鑄及塑膠注塑產品
及部件。該等部門是本集團呈報四個分部資料的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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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投資及衍生工具之損益、所得稅開支、
企業收益及企業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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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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鑄

鎂合金
壓鑄

鋁合金
壓鑄 塑膠注塑 總數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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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62,356 108,362 127,813 116,208 514,739

分部溢利 12,274 9,880 11,407 3,475 37,036
     

鋅合金
壓鑄

鎂合金
壓鑄

鋁合金
壓鑄 塑膠注塑 總數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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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重列） （重列）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66,321 70,684 82,863 41,756 361,624

分部溢利 11,825 5,152 9,575 418 26,97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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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36 26,970

不分類數目：
利息收入 176 28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的金融資產╱負債虧損 (1,754) (1,200)

融資成本 (1,691) (1,049)

企業收益 – 118

企業開支 (7,546) (5,833)
  

期內綜合除稅前溢利 26,221 1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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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176 28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 83 83

其他 974 433
  

1,233 798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開支 1,555 818

融資租約支出 136 231
  

1,691 1,049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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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 2,059

即期稅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撥備 5,729 2,814

  

6,679 4,873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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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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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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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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撥備 – 676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8,109 24,42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收益 (83) (8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賬的金融資產╱負債虧損 1,754 1,200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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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港仙（二零一零年：每股普通股

1.3港仙） 5,861 11,457

已批准及已付截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3.2港仙（二零零九年：每股普通股1.1港仙） 28,393 9,694

  

34,254 2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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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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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2 14,415

  

股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884,991,720 880,458,359

購股權導致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5,199,271 1,560,187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890,190,991 882,018,546
  



– 9 –

10. 物業、機器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止期間，本集團出售賬面值約52,000港元（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00,000港元（未經審核））的若干物業、機器及設
備，所得款項約135,000港元（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83,000港
元（未經審核）），產生出售收益約83,000港元（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83,000港元（未經審核））。

此外，本集團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約33,267,000港元（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5,367,000港元（未經審核））。

11.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7日至90日的信貸期。貿易應收款項於結算日（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
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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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83 96,799

31日至60日 23,001 25,334

61日至90日 24,274 16,830

91日至180日 22,873 14,756

180日以上 3,795 614
  

178,726 154,333
  

12.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一般從供應商取得 30日至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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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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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21 85,929

31日至60日 19,307 33,769

61日至90日 10,475 5,682

91日至180日 6,721 169

180日以上 5,433 680
  

106,957 12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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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A) 概覽

承接二零一零年下半年之增長勢頭，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營業
額比去年同期增加42.3%。管理層有信心本集團已發展的業務範疇於下半
年可保持令人滿意之表現。

勞工薪金、原料價格及能源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幣升值繼續為所有製造業
之毛利率帶來沉重壓力。由於本集團嚴謹成本控制措施取得成效及將部
份上升成本轉嫁給客戶，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毛利率較去年同期只輕微
下跌0.3%至18.0%。

近期歐洲及美國之債務危機及環球股票市場動盪可能引發新一輪貨幣波
動、消費者信心不穩及持續高企之失業率，預期全球經濟於下半年將會處
於非常不明朗之狀態。但是，本集團仍然持審慎樂觀態度，有能力應付二
零一一年下半年度之困難經營環境。為此，本集團將審慎處理其資金運用
並繼續實施其業務策略，進一步提高市場佔有率、透過專業製造中心擴張
產能及實現卓越的營運。集團期望此舉能為股東帶來一如以往的最佳回
報。

(B) 財務回顧

隨著本集團成功獲取額外之市場份額及開展新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為514,73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361,62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2.3%。

期內毛利上升40.5%至92,76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66,029,000港元）。
因此，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相比去年同期增加35.6%至約19,542,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14,415,000港元）。

(C) 業務回顧

鋅合金壓鑄業務

受到日本發生之地震導致一主要客戶之訂單暫時放緩之影響，鋅合金壓
鑄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輕微下跌 2.4%至
162,35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166,321,000港元（重列））。儘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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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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46.0%（重列））。於此，本集團將會更努力利用薄壁鋅
合金材料去開發製造 3C（通訊、電腦及消費者電子）產業之新產品市場。

鎂合金壓鑄業務

由於市場對鎂合金筆記本電腦零部件需求之持續增加，本集團之鎂合金壓
鑄業務於回顧期內取得非常滿意之發展。此業務分部之營業額比去年同
期顯著增長53.3%至108,36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70,684,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佔本集團營業額 21.1%（二零一零年上半年：19.5%）。

鋁合金壓鑄業務

受惠市場對3C及家居產品的需求增加，本集團鋁合金壓鑄業務於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保持強勁之增長。此業務分部之營業額為127,813,000元（二零一零
年上半年：82,86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54.2%，佔本集團營業額
之比例約為 24.8%（二零一零年上半年：23.0%）。

塑膠注塑業務

塑膠注塑業務為本集團快速增長之業務，並成為本集團未來業務發展之
其中一個重點。於回顧期內，塑膠注塑業務之營業額為 116,208,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上半年：41,756,000港元（重列）），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178.3%。此
業務分部對營業額之貢獻也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之11.5%增加至22.6%。

(D) 所獲殊榮

本集團從事表面處理業務之全資附屬公司—永裕（遠東）實業有限公司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榮獲香港工商業獎之生產力及品質獎。此獎項標誌著本集
團卓越之品質標準及技術上持續改善之努力獲得客戶及廣大群眾的認同。

(E) 展望

展望未來，人民幣持續升值，以及最低工資上升會為本集團之生產成本帶
來不良影響。此外，原料價格及能源成本上漲也對盈利構成壓力。有鑑於
此，本集團將會繼續實行嚴謹控制成本措施及改善其生產力，務求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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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盈利構成影響之不利因素降至最少。本集團並推行計劃，加快自動化生
產工序，以達致更高效率及重整生產程序去減低生產成本。再者，本集團
已採取適當行動，把增加的成本轉嫁給客戶，藉以改善其毛利率。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本集團參加了一個於美國舉行之國際照明展覽，以探
索市場對其LEP（light emitting plasma）照明產品之接受性。由於節能照明設備
於世界各國日漸流行，本集團之路燈及泊車廣場燈於此展覽會上獲得不
俗之市場反應，並已獲得客戶之試驗訂單。隨著環保及節能議題繼續成為
國際討論焦點，節能產品於未來擁有巨大的業務發展空間。本集團將會持
續鎂合金於LEP照明產品上的應用之研究及開發，以高品質之產品應付市
場所需，藉以加強其競爭力及市場份額。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亦於美國成立一市場推廣辦公室，目的為開拓在北美
洲之LEP照明產品市場。此有助於擴大本集團在北美之銷售網絡，因此，
預期此LEP產業將來可以為本集團之營業額帶來正面之貢獻。

此外，本集團正在努力尋找合適之收購合併目標，以促進集團業務之長遠
發展。

塑膠注塑業務將會繼續成為本集團本年度下半年之業務發展重點。本集
團提供之一站式全面解決方案，能為客戶整合其供應鏈，令本集團獲取客
戶更多及更長遠之綜合訂單。另一方面，平板個人電腦及智能電話日趨流
行，刺激其保護外殼需求持續急升，此為本集團之塑膠注塑業務帶來重大
的商機。

隨著新電腦執行系統之推出市面，追求更多功能及更快速度之用家願意
購買新筆記本電腦，因而預期筆記本電腦之換機需求會加速。因此，筆記
本電腦之銷售預計會繼續上升，本集團筆記本電腦零部件之市場份額亦
將會繼續擴大。

鑑於歐洲及美國近期之債務危機、日本地震引致訂單放緩及環球股市顯
著下跌，預期全球經濟環境於本年度下半年仍然動盪，製造商之經營環境
將會繼續嚴峻。憑藉本集團於壓鑄行業擁有之領導地位，發展多元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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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LEP照明產品及塑膠注塑業務，加上不斷開發的先進生產技術，並且
擁有穩定及龐大的客戶基礎，管理層相信本集團能夠成功克服前面之挑
戰及為股東於未來創造更佳的回報。

(F)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銀行及現金結餘約 128,519,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4,76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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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計 息 借 款 總 額 約 為 219,229,000港 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6,804,000港元），包括銀行貸款及透支約

207,48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4,851,000港元）及融資租約
承擔約11,74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953,000港元）。該等
借款全部以港元計值，所採用的利率主要為浮動利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以計息借款及融資租約
承担的總和除以權益總額）約為35.8%（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57,079,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1,072,000港元），包括流動資產約545,280,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7,294,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388,201,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6,222,000港元），流動比率約為1.4（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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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I)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下列資產作為銀行借貸及信貸融
資的擔保：(a)出租人按融資租約出租的資產業權；及 (b)本集團擁有的香港
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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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4,700名全職僱員（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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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66港
仙，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一）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
（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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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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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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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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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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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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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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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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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