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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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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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全年全年全年全年業績公告業績公告業績公告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持續營運業務的收入約為 438,400,000港

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升 13.8%。 

 

�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13,300,000

港元 (二零一零年：虧損約為 122,800,000 港元，按先前披露，主要由於有關生產及

銷售無縫鋼管分類的一次性虧損約為 81,100,000 港元(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

土地使用權及商譽之減值虧損)，以及投資物業的重估虧損約為 23,100,000 港元)。 

 

 

 
中國管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的
比較數字如下： 

 

(於 百 慕 達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 :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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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營運業務：    

收入 2  438,395  385,145 

銷售成本 4  (330,014)  (293,197) 

毛利   108,381  91,948 

其他收益淨額 3  5,442  508 

銷售及分銷成本 4  (13,604)  (9,621) 

一般及行政費用 4  (83,588)  (88,617) 

經營溢利/（虧損）   16,631  (5,782) 

財務費用淨額 5  (967)  (7,449) 

稅前溢利/（虧損）   15,664  (13,231) 

稅項支出 6  (2,791)  (3,434) 

持續營運業務之年度溢利/（虧損）   12,873  (16,665) 

終止營運業務：      

無縫鋼管 7(a)  (148)  (135,563) 

投資物業 7(b)  -  (14,855) 

終止營運業務之期內/年度虧損   (148)  (150,418) 

      

年度溢利/（虧損）   12,725  (167,083)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3,280  
(122,769) 

 非控制性權益   (555)  
(44,314) 

    12,725  
(167,083) 

      

      

每股盈利/（虧損）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港仙 

 基本及攤薄    
 

 

持續營運業務   0.097  
(0.125) 

終止營運業務   0.003  
(0.796) 

 8  0.100  
(0.921)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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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關於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稅項影響。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虧損）   12,725  (167,083)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換算差額   577  4,617 

有關出售附屬公司之匯兌儲備之回撥   (4,773)  (15,488) 

年度除稅後全面收益總額   8,529  (177,954)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261  (133,747) 

非控制性權益   (732)  (44,207) 

   8,529  (177,95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持續營運業務   12,796  (15,987) 

終止營運業務   (3,535)  (117,760) 

    9,261  (13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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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96  10,109 

土地使用權   -  28,462 

遞延稅項資產   97  4,578 

租約按金及其他資產   4,853  3,196 

    10,246  46,345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60,825  230,54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26,598  166,446 

抵押銀行存款   70,450  92,78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869  62,230 

   412,742  552,010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422,988  598,355 

 



- 5 - 

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股權持有人股權持有人股權持有人股權持有人          

股本   26,665  26,665 

儲備 – 其他   270,792  259,742 

    297,457  286,407 

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   -  (11,114)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297,457  275,293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4,541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54,725  142,837 

應付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876  876 

應付一位非控制股東款項   -  17 

應付稅項   5  749 

借貸   69,925  174,042 

    125,531  318,521 
   

   

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   125,531  323,062 

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   422,988  598,355 

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   287,211  233,489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減流動負債減流動負債減流動負債減流動負債   297,457  27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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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綜合財務綜合財務綜合財務報表報表報表報表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依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以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已包括香港公司條例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披露要求。 

 

採納新訂及採納新訂及採納新訂及採納新訂及經經經經修訂準則修訂準則修訂準則修訂準則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與本集團業務相關的經修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並強制性須於二零一一
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的會計期間或之後期間實行。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除於下文解釋，本集團已評估採納該等經修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之影響，認為對本集團之
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而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亦無任何重大改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對關連人士的釋義作出修訂並釐清其涵義。有關修訂可能會造
成被辨識為報告實體的關連人士的該等人士出現變更。本集團已重新評估根據經修訂釋義對其關
連人士進行的識別，並認為經修訂釋義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上一年度的關連人士披露不構成任何
重大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亦引進適用於（在本集團與對手方受政府、政府機
關或類似機構共同控制、聯手控制或重大影響的情況下）關連人士交易的簡化披露規定。由於本
集團並非政府關連實體，故該等新披露與本集團並不相關。 
 

以下為已頒佈與本集團業務相關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的修訂，該等準則尚未生效，
惟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修訂的影響，但
尚未能指出彼等是否將對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之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二零一一）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二零一一）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允值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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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董事會所審閱並根據作出決策的報告來釐定其營運分類。董事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虧損)以評核營運分類的表現。 

 

於年內，本集團有兩項須予呈報的分類，其中包括從事喉管及管件貿易，以及生產及銷售無縫鋼

管。由於各項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各分類的管理工作乃獨立進行。 

 

喉管及管件貿易包括香港及澳門之批發、零售及物流業務。 

 

生產及銷售無縫鋼管分類主要由本集團附屬公司煙臺金裕豐無縫鋼管有限公司（「金裕豐」）於中

國內地生產及銷售無縫鋼管所貢獻。金裕豐連同其控股公司已於年內出售，並構成本集團之終止

營運業務。該終止營運業務詳情列載於附註 7(a)。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出售所有投資物業，有關投資物業的業績已在終止營運

業務項下呈列。該終止營運業務詳情列載於附註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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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運分類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須予呈報的分類須予呈報的分類須予呈報的分類須予呈報的分類 

 
 

持續持續持續持續 

營運業務營運業務營運業務營運業務  

終止終止終止終止 

營運業務營運業務營運業務營運業務   

  

喉喉喉喉管管管管及及及及 

管件貿易管件貿易管件貿易管件貿易  無縫鋼管無縫鋼管無縫鋼管無縫鋼管  

須予呈報須予呈報須予呈報須予呈報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收入  438,395  64,512  502,907 

 
 

 
 

 
 

 

經營溢利  37,466  979  38,445 

       

利息收入  438  129  567 

利息支出  (1,340)  (2,825)  (4,165) 

 

稅前溢利/（虧損）   36,564  (1,717)  34,847 

稅項支出  (2,791)  -  (2,791) 

 

年度溢利/（虧損）  33,773  (1,717)  32,056 

非控制性權益  -  555  555 

公司費用前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虧損）   33,773  (1,162)  32,611 

 

經營溢利包括：       

折舊及攤銷  1,808  318  2,12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淨額  710  -  710 

存貨減值回撥淨額  3,093  -  3,093 

資本開支  870  15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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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須予呈報的分類 

  持續營運業務  終止營運業務  
 

 

 

喉管及

管件

貿易

營運 

分類間 

收入 

 

小計

 

無縫 

鋼管

投資

物業

營運 

分類間 

收入 

 

小計 

須予呈報

分類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52,299  (67,154)  385,145  131,334  1,902  (386)  132,850  517,995 

                 

經營溢利/（虧損） 21,194  386  21,580  (137,506)  (24,293)  (386)  (162,185)  (140,605) 

                 

利息收入  211  -  211  91  2  -  93  304 

利息支出  (2,736)  -  (2,736)  (7,220)  (3,054)  -  (10,274)  (13,010) 

稅前溢利/（虧損）  18,669  386  19,055  (144,635)  (27,345)  (386)  (172,366)  (153,311) 

稅項（支出）/抵免  (3,434)  -  (3,434)  9,072  29  -  9,101  5,667 

年度溢利/（虧損）  15,235  386  15,621  (135,563)  (27,316)  (386)  (163,265)  (147,644) 

非控制性權益  -  -  -  44,314  -  -  44,314  44,314 
 
公司費用前之本公司股權持有

人應佔溢利/（虧損）  15,235  386  15,621  (91,249)  (27,316)  (386)  (118,951)  (103,330) 

 

經營溢利/（虧損）包括：               

折舊及攤銷  1,988  -  1,988  9,864  692  -  10,556  12,54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之減值撥備
淨額  

5,866  -  5,866  20  -  -  20  5,886 

存貨減值回撥淨額  4,736  -  4,736  -  -  -  -  4,736 

土地使用權之減值虧損  -  -  -  2,471  -  -  2,471  2,47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  -  98,900  -  -  98,900  98,900 

商譽之減值虧損  -  -  -  23,050  -  -  23,050  23,050 

資本開支  1,226  -  1,226  1,591  9  -  1,600  2,826 

                



- 10 - 

 

    經重列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公司費用前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及終止營運業務之對賬    

持續營運業務：    

 公司費用前之呈報分類溢利 33,773  15,621 

 行政費用(附註) (20,771)  (27,345) 

 折舊 (64)  (17) 

 利息收入 34  3 

 利息支出 (99)  (4,927) 

 12,873  (16,665) 

終止營運業務：    

  無縫鋼管 (1,162)  (91,249) 

  投資物業 -  (27,702)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稅後） 1,569  12,847 

 407  (106,10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3,280  (122,769) 

 

附註: 該金額主要乃公司及未列入營運分類的其他業務的行政費用。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營運分類資產及負債如下： 
 

 

 

附註: 該結餘乃公司及未列入營運分類之其他業務的資產及負債，主要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預提費
用。 

 
 

須予呈報須予呈報須予呈報須予呈報

的分類的分類的分類的分類 

 

 

 

 

 
喉管及喉管及喉管及喉管及 

管件貿易管件貿易管件貿易管件貿易 

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於二零一一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資產  410,060  12,928  422,988 

負債 
 

118,628 

 

6,903 

 

125,531 

  須予呈報的分類  
 

 
 

 
喉管及 

管件貿易 

 

無縫鋼管 

須予呈報 

分類總額 

公司及其他 

(附註) 

 

總額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402,843  181,195  584,038  14,317  598,355 

負債  132,882  181,195  314,077  8,985  32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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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資料地區分類資料地區分類資料地區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地區分類的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如下：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營運業務：     

香港  427,729  378,050 

中國內地  1,084  2,406 

其他  9,582  4,689 

  438,395  385,145 

終止營運業務：     

中國內地     

無縫鋼管  64,512  131,334 

投資物業  -  1,338 

香港     

 投資物業  -  178 

  64,512  132,850 

     

  
502,907 

 
517,995 

 

本集團按地區分類的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財務資產及遞延稅項資產）如下：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585  2,576 

中國內地  3,711  35,974 

其他  -  21 

  5,296  3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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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益淨額其他收益淨額其他收益淨額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回撥 6,192  - 

客戶補償撥備 (3,694)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832  - 

匯兌收益淨額 2,222  56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110)  (54) 

 5,442  508 

 

4. 開支性質開支性質開支性質開支性質 

 

經營溢利/（虧損）乃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達至：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已出售之存貨成本 325,931  288,718 

核數師酬金 1,330  1,45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72  2,005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56,652  51,412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 16,264  15,86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淨額 710  5,866 

存貨減值回撥淨額 (3,093)  (4,736) 

其他開支 27,540  30,847 

 427,206  391,435 

代表：    

    

銷售成本 330,014  293,197 

銷售及分銷成本 13,604  9,621 

一般及行政費用 83,588  88,617 

 427,206  39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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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淨額財務費用淨額財務費用淨額財務費用淨額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472) 
 

(214) 

股東貸款利息支出 99 
 

4,927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支出 1,340 
 

2,736 

 967 
 

7,449 

 

6. 稅項支出稅項支出稅項支出稅項支出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652  1,229 

  海外稅項 230  45 

  以前年度多提 (31)  (98) 

即期稅項總額 2,851  1,176 

遞延稅項 :    

  暫時差額產生及撥回 (60)  2,258 

    

稅項支出 2,791  3,434 

 

香港利得稅以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一零年：16.5%）計提。海外稅項乃根據年

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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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終止營運業務終止營運業務終止營運業務終止營運業務 

 

(a) 無縫鋼管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本集團完成出售廣商有限公司全部股本權益，該公司透過其間接持有 60%

股本權益之附屬公司金裕豐於中國內地經營生產及銷售無縫鋼管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終止營運業務截至出售完成止期間之財務業績已被綜合入賬。 

 

 終止營運業務之業績及現金流已包含於綜合收益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如下：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  (698)  (16,73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  (15)  (1,38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  348  18,653 

匯兌差額  174  286 

  (191)  826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64,512  131,334 

銷售成本  (60,802)  (132,639) 

毛利/（虧損)  3,710  (1,30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98,900) 

土地使用權之減值虧損  -  (2,471) 

商譽之減值虧損  -  (23,050) 

其他（虧損）/收益  (7)  44 

銷售及分銷成本  (808)  (3,186) 

一般及行政費用  (1,916)  (8,638) 

經營溢利/（虧損）  979  (137,506) 

財務費用淨額  (2,696)  (7,129) 

稅前虧損  (1,717)  (144,635) 

稅項抵免  -  9,072 

終止營運業務之除稅後虧損  (1,717)  (135,56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稅前）  1,569  - 

稅項支出  -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稅後）  1,569  - 
     

終止營運業務之期內/年度虧損  (148)  (135,563)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07  (91,249) 

非控制性權益  (555)  (44,314) 

  (148)  (13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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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投資物業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年初完成出售於香港持有之投資物業，以及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完成出

售世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股本權益，該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於中國內地從事物業投資。 

 

終止營運業務之業績及現金流已包含於綜合收益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如下：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  -  (9,70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  -  114,680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  -  (106,389) 

匯兌差額  -  32 

 
 -  (1,385)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1,516 

銷售成本  - 
 

- 

毛利  - 
 

1,516 

其他虧損  - 
 

(23,182) 

銷售及分銷成本  - 
 

(116) 

一般及行政費用  - 
 

(2,897) 

經營虧損  - 
 

(24,679) 

財務費用淨額  - 
 

(3,052) 

稅前虧損  - 
 

(27,731) 

稅項抵免  - 
 

29 

終止營運業務之除稅後虧損  - 
 

(27,702)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稅前）  -  12,847 

稅項支出  -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稅後）  -  12,847 

     

終止營運業務之年度虧損  - 
 

(14,855)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 
 

(14,855) 

非控制性權益  - 
 

- 

 
 - 

 
(1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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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下表列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

損）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需要時予以調整）： 

 

 

 購股權對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的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並未有潛在的攤薄影響。 

 

 

9.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92,360 
 

100,279 

減：減值撥備 (1,557) 
 

(3,190)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90,803 
 

97,089 

預付款 35,020 
 

61,238 

其他應收款項及資產淨額 775 
 

7,922 

租約按金及其他資產 4,853 
 

3,393 

 131,451 
 

169,642 

減：非流動部份 (4,853) 
 

(3,196) 

 
126,598 

 
166,446 

 

  
 經重列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營運業務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2,873  (16,665) 

終止營運業務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407  (106,104)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虧損） 13,280  (122,769)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千股千股千股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份之加權 

平均股數 13,332,700  13,332,700 



- 17 - 

本集團一般給予喉管及管件貿易分類之信貸期為 60 至 120 天。貿易應收款項按到期日之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信貸期內 68,839  60,725 

1 天至 30 天 14,219  19,113 

31 天至 60 天 5,235  2,570 

61 天至 90 天 1,347  1,634 

91 天至 120 天 96  535 

超過 120 天 2,624  15,702 

  92,360  100,279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6,672  87,425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8,053  55,412 

  54,725  142,837 

 

 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30 天內 13,262  21,943 

31 天至 60 天 1,904  5,449 

61 天至 90 天 433  692 

超過 90 天 1,073  59,341 

  16,672  8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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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來自持續營運業務收入約為

438,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85,1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增加13.8%。截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13,300,000港元，對比二

零一零年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22,800,000港元。按先前披露，二零一零年之虧

損主要由於有關生產及銷售無縫鋼管分類的一次性虧損約為81,100,000港元(主要包括物

業、廠房及設備、土地使用權及商譽之減值虧損)，以及投資物業的重估虧損約為23,100,000

港元。 

 

來自持續營運業務之收入乃由喉管及管件貿易分類所貢獻，收入較去年上升13.8%。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持續營運業務的稅後溢利約為12,90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稅後虧損16,700,000港元）。來自持續營運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097港仙 

（二零一零年：每股基本虧損0.125港仙）。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持續營運業務持續營運業務持續營運業務持續營運業務 

 

喉管及管件貿易 

 

喉管及管件貿易於本年錄得收入約438,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85,100,000港元（不包

括分類間收入）），而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33,8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15,6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本集團的銷售增長為13.8%，乃由於建築行業有所改善，

以及加強銷售及市場推廣所致。此外，本集團之毛利方面較去年略有改善，而壞賬撥備較

去年亦有所減少。 

 

終止營運業務終止營運業務終止營運業務終止營運業務 

 

生產及銷售無縫鋼管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本集團完成出售生產及銷售無縫鋼管分類之全部股本權益。因此，本

集團錄得收益約為1,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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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內，來自生產及銷售無縫鋼管分類（連同金裕豐之控股公司，為本集團之終止

營運業務之部份）截至其出售完成止的貢獻收入約為64,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31,300,000港元），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200,000港元

（不包括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約為1,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91,20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一次性虧損約為81,100,000港元已於綜合收益表內

入賬，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土地使用權及商譽之減值虧損。 

 

投資物業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年初完成出售於香港持有之投資物業，以及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完成

出售世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股本權益，該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於中國內地從事物業投資。

據此，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分類業績已呈列為終止營運業務。 

 

 

自出售無縫鋼管業務後，喉管及管件貿易仍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故此，本集團之盈利、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更趨穩健。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流

動資產相對於流動負債計算)為3.29（二零一零年：1.73），以及資產負債比率（按借貸總額

相對於總權益計算）為24%（二零一零年：63%）。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發展其於香港及澳門之喉管及管件之貿易業務。展望未來，預期經營環境仍

充滿競爭。本集團為達到擴大銷售額以及提升利潤水平，我們將集中力量銷售及推廣新產

品、提升產品及服務質素，以及加強與客戶的關係。 

 

除了喉管及管件之貿易業務，管理層將繼續尋求能為股東帶來潛在更佳回報的投資機會。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分析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分析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分析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分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25,30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155,000,000港元）包括抵押銀行存款約為70,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2,800,000港

元）。基本上，本集團所需之營運資金來自內部資源。本集團相信由營運產生之資金及可

用之銀行融資額度，足以應付本集團日後之流動資金需求。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融資的銀行額度合共約101,50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233,300,000港元，代表貿易融資及定期貸款的銀行融資額度），已動用之銀行

融資額度約為81,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21,000,000港元）。本集團的借貸總額約為

69,9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74,000,000港元），兩個年末之借貸全數將於一年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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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償還借貸全數約為 69,9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

174,000,000 港元）以浮動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借貸總額相對於總權益計算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 24 %

（二零一零年：63%）。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貸總額全數（二零一零年：本集團借貸總額內39%）

以港元結算，並無借貸（二零一零年：本集團借貸總額內 61%）以人民幣結算。 

 

本集團之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美元、歐元及澳元結算。為管理外匯風險，本集

團一直密切監控外幣風險，並在需要時作出對沖安排。 

 

資產押記資產押記資產押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持有賬面總值約為 70,500,000 港元（二

零一零年：204,100,000 港元）之若干資產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銀行融資額度。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的一家附屬公司為一位獨立第三方取得銀行融資而向銀行提供之

公司擔保約為 43,900,000 港元，當中使用額度的 50%需由該獨立第三方提供抵押存款作抵

押，承受最高風險約為 21,900,000 港元。該項擔保由附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為部份

反擔保的安排，同時藉以獨立第三方為附屬公司提供公司擔保，以取得銀行融資額度約為

47,400,000 港元。 

 

員工及薪酬政策員工及薪酬政策員工及薪酬政策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 177 名員工（二零一零年：501 名），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員工福利開支共約 57,9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

57,100,000 港元），包括持續營運業務及終止營運業務。 

 

薪酬政策每年檢討一次，部份員工享有銷售佣金收入。香港員工除了享有基本薪金及強積

金供款外，本集團亦發放酌情花紅並提供醫療計劃等其他福利。本集團向一項由中國政府

所設立的僱員退休金計劃供款，該退休金計劃承諾承擔為本集團現時及未來在中國內地的

退休員工提供退休福利的責任。 

 

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末期股息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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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購回購回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出售或贖回股份出售或贖回股份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年內概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買賣任何本公司

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全年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

守則條文規定。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目前由獨立非執行董事黃以信先生及陳偉文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余建

成先生所組成。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年度的賬目。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同意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初步公佈的數字，與本集團綜合賬目的數字

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不屬於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

計準則、香港審閱準則或香港核證準則進行的審計工作。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對初步公佈不作任何保證。 

 

遵守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遵守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遵守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遵守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本公司向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均全面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列之所規定的標準。 

 

全年業績及年報的公佈全年業績及年報的公佈全年業績及年報的公佈全年業績及年報的公佈    
 

本 業 績 公 告 刊 載 於 本 公 司 的 網 頁 www.chinapipegroup.com 及 聯 交 所 的 網 頁

www.hkexnews.hk。二零一一年年報將載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的網頁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管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管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管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管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Lai Guanglin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Lai Guanglin先生、俞安生先生及賴福麟先生；非執行董

事余建成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以信先生、陳偉文先生及楊莉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