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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業績 
 
龍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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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績連同比較數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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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1,255,644  1,290,575 

其他收入  34,146  6,422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40,733  3,311 

原材料及已用消耗品  (577,591)  (539,592) 

僱員福利開支  (218,292)  (235,34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9,234)  (89,191) 

其他開支  (225,487)  (226,769) 

須於五年內完全清還之銀行借款之利息  (1,125)  (445) 

     

除稅前溢利  228,794  208,967 

所得稅開支 4 (66,526)  (65,679) 

     

1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lk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lk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l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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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溢利 5 162,268  143,288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滙兌差額  21,955  24,632 

     

期內總全面收入  184,223  167,920 

     

期內溢利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60,438  141,986 

 非控股股東權益  1,830  1,302 

     

  162,268  143,288 

     

期內總全面收入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82,339  166,840 

 非控股股東權益  1,884  1,080 

     

  184,223  167,920 

     

  港仙  港仙

每股盈利 7   

 — 基本  25.46  22.64

     

 — 攤薄  25.37  22.53

 

2 



 
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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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流動資產    
 投資物業  56,500  56,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910,552  683,834

 預付租賃款項 — 非即期部份  107,489  105,959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之按金  25,198  5,027

    
  1,099,739  851,320

    
流動資產    
 存貨  601,955  620,020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 8 570,309  580,470

 應收票據 8 36,935  44,038

 預付租賃款項 — 即期部份  2,445  1,426

 銀行結存及現金  693,165  869,956

    
  1,904,809  2,115,910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 9 361,380  429,706

 應付票據 9 42,104  44,502

 應付稅項  22,228  19,811

 應付股息  85  72

 嵌入式衍生工具  —  50

 無抵押銀行借款 — 一年內屆滿  299,977  258,101

    
  725,774  752,242

    
流動資產淨值  1,179,035  1,363,668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2,278,774  2,21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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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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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流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1,094  29,620

    
  2,227,680  2,185,36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3,045  62,969

儲備  2,156,704  2,113,4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219,749  2,176,403

非控股股東權益  7,931  8,965

   
總權益  2,227,680  2,185,368

 

附註： 
 

1. 呈報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錄 16 之適用披露規

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歷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及若干金融工具按公平值計算

則除外。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

法與編製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本集團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 
 

於本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列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

詮釋（「新訂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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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二零一零年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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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二零零九年經修訂） 關連人士披露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供股分類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4 號（修訂本） 

 最低資金規定之預付款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9 號 

 以股本工具清償金融負債 

 
 於本中期報告期間，採用以上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內報告之金額及/或載列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之披露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下列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披露 — 轉讓財務資產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金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綜合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共同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披露於其他實體之權益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平值計量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列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二零一一年經修訂） 僱員福利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二零一一年經修訂） 獨立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二零一一年經修訂） 於聯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2

 
 1 於二零一一年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2 於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3 於二零一二年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4 於二零一二年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修訂本主要處理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 40 號「投資物業」使用公平值模式計量之投資物業遞延稅項之計量方式。根據該等

修訂本，就使用公平值模式計量之投資物業遞延稅項負債及遞延稅項資產而言，除非

假定在若干情況被推翻，否則，投資物業賬面值假定可透過出售收回。若果假定不被

推翻，董事預期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將減少確認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 

 

 除上述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此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將不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狀

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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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類資料 

 

 本集團只有一項營運分類，基於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本集團董事會）呈報之資料，以分

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為目的，成為本集團之綜合業績，包括所有收入、開支及稅項開支。

 

 結果，本集團只有一組報告分類。有關此分類的資料可以參考整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本集團之分類業績指載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除稅後溢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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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項開支包括：    
    
香港之稅項  5,255  — 

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  39,802  65,677 

遞延稅項  21,469  2 

     

  66,526  65,679 

 
 香港利得稅於此期間按估計應課稅溢利之 16.5%稅率計算。 

 

 因於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期間沒有應課稅溢利，故未為香港利得稅作出撥備。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管理層就整個財務年度之預期加權平均年度所得稅稅率之

最貼切估計而確認。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估計平均年度稅率在 12.5%

至 25%之間（二零一零年：12.5%至 25%）。 

 

 根據有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律及法規，本公司之其中一間中國附屬公司

有權自其首個獲利年度起計的兩個年度内獲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接下來三個年度則

可減免 50%的稅率。二零零七年為該附屬公司首年獲授權享有稅項豁免。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下，該項減免將持續，該附屬公司於本期將繼續享有 12.5%的稅

收減免稅率。 

 

 此外，本公司之其中一間中國附屬公司於本期間獲享 24%（二零一零年：22%）之過

渡稅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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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溢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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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  871,852  867,187 
匯兌虧損總額  5,644  9,539 

匯兌收益總額  (21,766)  (47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6,052)  4,057 

利息收入  (8,504)  (1,430) 

政府補助金（附註）  —  (1,277) 

 
附註： 該金額為來自地方財政當局之政府補助金，作為對本集團貢獻於先進技術發

展的一項支持。 
 
6. 股息 

 

本期間之中期股息： 

 

 於二零一一年八月二十六日，董事會決定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13 港仙（二零一零年：中

期股息 13 港仙及中期特別股息 5 港仙）予於二零一一年九月十六日名列股東名冊之本

公司股東。 

 

期內確認作分派之股息： 

 

 於本期間，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末期股息每股 18 港仙（二零一零

年：11 港仙），合共約 113,398,000 港元（二零一零年：69,043,000 港元）及末期特別股

息每股 5 港仙（二零一零年：無），合共約 31,499,000 港元（二零一零年：無）已宣派

及派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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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利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利及攤薄盈利乃按照以下之數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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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之溢利 

  

160,438 

 

141,986

    

  二零一一年  二零一零年

    

股份數目：    

    

為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630,054,160  627,214,541

    

因行使購股權產生潛在具攤薄性普通股之 

 影響 

  

2,447,764 

 

2,942,991

    

為計算每股攤薄盈利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632,501,924  630,15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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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與應收票據 

 

 本集團給予貿易客戶之信貸期限度由 30 至 90 日。 

 

 為數約 487,468,000 港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476,892,000 港元）之貿易應收

款項包括在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內。 

 

 下列為貿易及應收票據（減呆壞賬撥備）以賬齡作出之分析（呈列以發票日期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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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零至六十日  381,131  403,311

六十一至九十日  97,184  94,727

九十日以上  46,088  22,892

    
  524,403  520,930

 
9.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與應付票據 

 

 為數約 114,828,000 港元（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31,688,000 港元）之貿易應付

款項包括在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內。 

 

 下列為貿易及應付票據以賬齡作出之分析（呈列以發票日期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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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零至六十日  136,351  139,643

六十一至九十日  18,244  27,714

九十日以上  2,337  8,833

    
  156,932  17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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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收入約 1,256,000,000 港元（二零一零年：約

1,291,000,000 港元）。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

約 160,000,000 港元（二零一零年：約 142,000,000 港元）。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

個月之每股基本盈利為 25.46 港仙（二零一零年：22.64 港仙）。 

 

年度初期，金融海嘯帶來的負面衝擊逐漸消退，部份地區經濟開始轉好；因此，集團第一

季度業績有顯著改善。然而，三月份日本不幸發生嚴重地震及海嘯，此次災難的負面影響

則逐漸浮現，加上歐美債務危機的陰霾籠罩下，集團第二季度業績有倒退跡象。綜觀集團

上半年度的業績，與二零一零年同期相比，出現輕微下跌。 

 

日本發生嚴重地震及海嘯，引致部分地區工廠停產，令機器、關鍵性零部件等供應嚴重短

缺，集團的部份客戶因而暫停開發新項目。海外市場方面，由於歐美債務危機影響下，歐

洲和美國等地區的經濟増長放緩，此直接拖慢中國出口業務的增長速度；因而集團歐美市

場的業務發展亦未能達到預期增長和收益。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推出刺激本土經濟措施的

成效亦開始減弱，加上中國政府為了壓抑通脹而收緊銀行信貸而令到銀根短缺，中國國內

消費市場的發展步伐因此受到牽制，市場漸趨淡靜。雖然生產及勞工成本上漲，然而面對

市場整體訂單量減少，集團為了配合市場形勢，亦未能提升產品價格，以抵銷部份高漲的

營運成本。在此外圍環境眾多不利因素影響下，集團上半年度的核心業務有輕微倒退。 

 

在回顧期內，集團持續優化中國華南和華東地區各廠房的管理制度和生產模式，以提升營

運效率及降低成本。為加強集團的長遠生產效益及使整體管理更見規範，集團正逐步將中

國廣東省廣州廠房的生產線及設備合併至河源廠新建的高精密模架廠房內，集中生產高精

密模架出口至歐美、日本等地；在此整合的過渡期間，高精密模架產能難免會有短暫損失，

但相信下半年度開始，生產會逐步重上軌道及更趨完善。另一方面，集團在中國浙江省杭

州市設置新廠房的基建工程進展暢順，因其地勢佔優，工程進度未受中國浙江省近期連場

暴雨的影響，預期會在計劃期內完成。 

 

模具鋼材原料價格相對較為平穩，雖有輕微回升，但整體波動不大。然而面對不斷攀升的

營運成本，集團已持續加強內部成本監控、精簡架構及減省不必要的開支和浪費，以減輕

成本上升帶來的沉重負擔。 

 

展望 

 

受到歐美債務危機、美國評級下降等不穩定宏觀因素影響下，暗藏的風險亦不容忽視；集

團預期下半年歐美經濟仍然疲弱 ，出口業務將受影響。集團期待歐美等國能致力推出有

效刺激經濟方案，能儘快復興本土經濟及減輕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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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預計中國內銷市場經過上半年度調整後，會有所改善。隨著通漲漸已見頂，而中國國

民平均收入增加，消費市場會再度興旺起來。中國政府亦有跡象放寬銀行信貸，當企業資

金較充裕，將容許其投放發展新項目，製造行業前景便會有好轉。另一方面，集團相信結

合環保概念的消費產品需求會日増，環保產品仍是有待開發的新興市場和未來產品發展的

新方向。此外，中國汽配市場持續向好，亦為集團提供良好的發展商機。 

 

為配合長遠發展，集團在中國浙江省杭州市投資建設的新廠房，基建工程預計在年底完

成。預計二零一二年年初可作廠房的內部裝修，年中則可安裝機床設備，二零一二年第三

季度便可試產。當此新廠房完工和投入生產後，集團在中國華東、華北區的業務將有更大

發展空間。至於中國華南廠房，生產流程及設備不斷重新整合；於本年年底，中國廣東省

的廣州廠房將完全融入至河源廠房的高精模部門，機床和人手配套會全面到位，預期集團

高精模架生產力會大幅度提升，進一步加速了集團中高檔次模具深層加工市場的發展步

伐，更加鞏固集團的競爭優勢和行業領導地位。 

 

集團預期進口及國產模具鋼材價格波動不大，集團會審慎應對市場變化及適當調控存貨，

以降低產品成本。至於營運成本，仍會持續上升，集團將更致力於成本分析和監控方面，

進一步減低營運成本和風險。 

 

展望未來，全球的營商環境充滿著風險及商機，集團會以正面的態度及務實的作風，迎接

每一項挑戰，繼續保持健康和穩定的増長。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現金盈餘約393,000,000港元。本集團之現金結存約

693,000,000港元。現金結存乃存放於香港及中國主要銀行作短期存款。 

本集團之總負債約 300,000,000 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 2,220,000,000 港元之

約 1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 6,500 名僱員，包括中國國內生產廠房約 6,100

名員工及香港和其他國家約 400 名員工。本集團對僱員實行具競爭力之酬金制度。晉升及

加薪皆按其表現評估。本集團尚會因應僱員之個人表現向其批授購股權。 
 
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協同管理層及外聘核數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審閱了本集團所採納之會

計原則及慣例，並已討論了各項內部監控措施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之中期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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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定派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13 港仙（二零一零

年：中期股息每股 13 港仙及中期特別股息每股 5 港仙），並將於二零一一年九月二十八日

或前後派付予於二零一一年九月十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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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至二零一一年九月十六日（首尾兩天包括在內）暫停辦

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零一一年九

月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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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字樓1712-1716舖。 

 

於二零一一年九月十四日下午五時，於新加坡 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 開設之證

券戶口記存有本公司股份之股東，可獲派中期股息。 

 

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股份或其他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整個回顧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錄十四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 

 
 
 承董事會命 

 邵玉龍 

 董事總經理 
 

香港，二零一一年八月二十六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邵鐵龍先生（主席）、邵玉龍先生、麥貫之先生、韋龍城先生、馮偉興
先生及丁宗浩先生，本公司之非執行董事為陳振聲先生，而本公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為廖榮定先生、李達義
博士及李裕海先生。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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