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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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 司） 

（股份代 號：00732）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業績公告 
 

 

未經審核業績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之未經審核收益及溢利分別約為  24.2 億港元及  0.95 億港元，分別較二零一一年同
期約  21.2億港元及  1.22億港元）增加約  14.2%及減少約  22.2%。於本期間，未經審
核毛利率(10.0%)較二零一一年同期  (12.7%)有所下跌，而未經審核純利率由二零一
一年同期之  5.8% 減少至本期間之  3.9%。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總資產淨額增加至約為  45.3億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  44億港元），主要由本期間之未經審核溢
利及可供出售投資的公平價值收益所致。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流
動比率維持於  1.09（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9）。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未經審核未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貸減定期存款、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  
2,299,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1,927,000,000港元）。  
 

財務摘要 
 

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變動 

% 
 
 收益 2,420,043 2,119,755 +14.2 

毛利 241,216 269,640 -10.5 

本期間溢利 95,214 122,450 -22.2 

每股基本盈利 3.4 港仙 4.4港仙 -22.7 

每股中期股息 1.5 港仙 1港仙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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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利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之董事會
（「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之第一季度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以及於二零一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資產負債表」）（連同於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由二零一二年   由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起   一月一日起  

 至二零一二年   至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附註  2)  2,420,043   2,119,755  

銷售成本  (2,178,827)  (1,850,115) 

    

毛利 (附註  3)  241,216   269,640  

其他收入及損益  22,903   7,448  

行政費用  (76,274)  (62,892) 

分銷及銷售成本  (40,968)  (39,841) 

財務費用  (19,702)  (11,193) 

    

除稅前溢利  127,175   163,162  

所得稅支出  (31,961)  (40,712) 

    

本期間溢利 (附註  4)  95,214   122,45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投資的公平價值收益  38,209   4,46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33,423   126,916  

    

中期股息  41,521   27,680  

    

每股基本盈利 (附註  5)  3.4港仙   4.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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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77,759  4,559,591 

可供出售投資（附註  6）  84,939  46,730 

其他非流動資產   174,316  206,409 

    
 4,837,014  4,812,730 

    

流動資產      

存貨（附註 7）  962,281  882,742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附註 8）  3,246,435  3,291,120 

其他流動資產  6,845  6,720 

定期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附註 9）  984,324  1,105,520 

    
 5,199,885  5,286,102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2,009,525  2,357,078 

稅項負債  175,091  273,819 

銀行及其他借貸，無抵押（附註 9）  2,602,208  2,233,641 

    
 4,786,824  4,864,538 

    
流動資產淨額（附註 10）  413,061  421,564 

    
資產總額減去流動負債   5,250,075  5,234,294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無抵押（附註 9）  680,669  798,479 

其他非流動負債  39,181  39,013 

    
 719,850  837,492 

    
 4,530,225  4,396,80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5,361  55,361 

股份溢價及儲備  4,474,864  4,341,441 

    
權益總額  4,530,225  4,39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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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1. 編製經審核委員會審閱之全面收益表及財務狀況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基準，與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2.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收益約為  24.2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二零一一 

年：約 21.2 億港元）增加約 14.2%。 

 

3. 本期間之毛利率約為 10.0%（二零一一年同期約為 12.7%）。 

 

4. 本期間之純利率約為 3.9%（二零一一年同期約為 5.8%）。 

 

5. 每股基本盈利乃以本期間之溢利約 95,214,000 港元（二零一一 年：122,450,000 港元）及本期間之已發

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68,037,398股（二零一一年：2,767,982,398 股）計算。 

 

6.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可供出售投資的權益證券是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 116,140,000 股，

以公平價值計量及佔所擁有被投資公司資本比例約 2%。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是台灣上市公司。 

 

7. 存貨週轉日數約為 40 日（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35日）。 

 

8. 應收賬項週轉日數約為 74 日（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84 日）。 

 

9.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貸減定期存款、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 2,299,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27,000,000 港元）。 

 

10.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維持於 1.09（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9）。 

 

11. 於結算日，除純因為正常業務之自然對沖以外，本集團概無任何其他未完成之衍生及結構性產品。  

 

股息  

 

董事議決向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當天業務結束時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每股 1.5 港仙

（二零一一年：1 港仙）之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中期季度股息。預期中期

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向股東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包括首尾兩日）暫

停辦理，期間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季度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 號金鐘匯中心 2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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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當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

核業績未必反映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以及

分別截至該等日期止六個月及全年之中期及全年業績，因此，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

份時，務必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主席 

林偉華 

 

 

香 港，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張達生先生及李建華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