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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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龍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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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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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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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178,975  1,255,644 

其他收入  21,844  34,146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5,124)  40,733 

原材料及已用消耗品  (541,541)  (577,591) 

僱員福利開支  (241,088)  (218,29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6,218)  (79,234) 

其他開支  (227,529)  (225,487) 

須於五年內完全清還之銀行借款之利息  (2,232)  (1,125) 

     

除稅前溢利  97,087  228,794 

所得稅開支 4 (24,006)  (6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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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利 5 73,081  162,268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滙兌差額  (26,358)  21,955 

     

期內總全面收入  46,723  184,223 

     

期內溢利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71,524  160,438 

 非控股股東權益  1,557  1,830 

     

  73,081  162,268 

     

期內總全面收入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45,034  182,339 

 非控股股東權益  1,689  1,884 

     

  46,723  184,223 

     

  港仙  港仙

每股盈利 7   

 — 基本  11.33  25.46

     

 — 攤薄  11.32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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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二年  於二零一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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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重列)

    
資產及負債    
    
非流動資產    
 投資物業  84,500  84,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33,816  1,091,659

 預付租賃款項 — 非即期部份  99,506  108,91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之按金  1,333  1,493

    
  1,319,155  1,286,566

    
流動資產    
 存貨  495,247  628,230

 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 8 476,911  511,996

 應收票據 8 27,848  38,906

 預付租賃款項 — 即期部份  2,284  2,505

 銀行結存及現金  791,030  652,739

    
  1,793,320  1,834,376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 9 372,858  454,198

 應付票據 9 22,540  38,022

 應付稅項  6,109  694

 應付股息  104  93

 無抵押銀行借款 — 一年內屆滿  369,150  252,366

    
  770,761  745,373

    
流動資產淨值  1,022,559  1,089,003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2,341,714  2,37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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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二年  於二零一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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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重列)

    
非流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2,424  51,048

    
  2,289,290  2,324,52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3,134  63,129

儲備  2,215,965  2,252,8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279,099  2,316,019

非控股股東權益  10,191  8,502

   
總權益  2,289,290  2,32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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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述外，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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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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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本  披露 — 財務資產轉讓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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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以公平值模式計量之投

資物業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投資物業於計量遞延稅項時假定可從出售中收回，惟於

若干情況下該假定被駁回除外。 

 

 本集團採用公平值模式計量其投資物業。由於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董

事已審閱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並斷定本集團之投資物業不會以旨在隨著時間過去而

消耗該等投資物業包容之絕大部份經濟利益之商業模式持有，及不會駁回香港會計準

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所載之假定。 

 

 由於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本集團不會確認就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的

任何遞延稅項，因本集團不須就出售其投資物業而繳付任何所得稅。過往，本集團確

認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的遞延稅項時，乃按投資物業之全數賬面值透過使用收回之

基準計量。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已追溯採用，導致本集團於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7,889,000 港元，而相應之調整於保留溢利中確認。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上述描述會計政策之變動於本期間及先前中期期間呈列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業績

並無影響。 
 
 上述描述會計政策之變動於緊接之前財務年度完結時（即：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對本集團財務狀況之影響如下： 
 

於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原列） 調整  （重列）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負債 58,937 (7,889)  51,048 

    

於資產淨值之全面影響 2,316,632 7,889  2,324,521 

    

保留溢利，於應佔權益之全面影響 1,378,784 7,889  1,38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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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描述會計政策之變動於可供比較期間開始時（即：截至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對

本集團財務狀況之影響如下： 
 

於二零一一年

一月一日

於二零一一年

一月一日

（原列） 調整  （重列）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負債 29,620 (4,226)  25,394 

    

於資產淨值之全面影響 2,185,368 4,226  2,189,594 

    

保留溢利，於應佔權益之全面影響 1,368,547 4,226  1,37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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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分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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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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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  5,255 

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  21,070  39,802 

遞延稅項  1,376  21,469 

     

  24,006  66,526 

 
 香港利得稅於該兩個期間按估計應課稅溢利之 1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規定，中

國附屬公司之稅率由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起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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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其中一間中國附屬公司有權於首個獲利

年度起計兩個年度獲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而其後三年則獲 50%減免稅率。二零零七

年為該附屬公司獲得免稅的第一個年度。根據企業所得稅法，此附屬公司有權獲享

12.5%之特許稅率繳稅。自二零一二年一月一日起，該附屬公司不再獲享該減免稅率，

並須根據 25%之稅率繳稅。 

 

 此外，於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之其中一間中國附屬公司獲享 24%

之過渡稅率。自二零一二年一月一日起，該附屬公司不再獲享該過渡稅率，並須根據

25%之稅率繳稅。 

 

 於香港及中國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於該等司法權區適用之稅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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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  918,973  871,852 
匯兌虧損總額  2,284  5,644 

匯兌收益總額  (2,117)  (21,76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7,908)  (6,052) 

出售租賃土地之收益  (1,091)  —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1,216  1,213 

利息收入  (8,937)  (8,504) 

 
6. 股息 

 

本期間之中期股息： 

 

 於二零一二年八月二十八日，董事會決定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6 港仙（二零一一年：13

港仙）予於二零一二年九月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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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末期股息每股 13 港仙（二零一一

年：末期股息每股 18 港仙及末期特別股息每股 5 港仙），合共約 82,067,000 港元（二零

一一年：末期股息合共約 113,398,000 港元及末期特別股息合共約 31,499,000 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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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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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24 

 

160,438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股份數目：    

    

為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631,299,940  630,054,160

    

因行使購股權產生潛在具攤薄性普通股之 

 影響 

  

273,409 

 

2,447,764

    

為計算每股攤薄盈利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631,573,349  632,50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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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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83,000 港元（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420,893,000 港元）之貿易應收

款項（減除呆壞賬撥備）包括在貿易及其他應收款項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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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礎）。 

 

  於二零一二年  於二零一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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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414  343,905

六十一至九十日  76,179  89,593

九十日以上  39,038  26,301

    
  439,631  459,799

 
9. 貿易及其他應付款項與應付票據 

 

 為數約 122,032,000 港元（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167,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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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二年  於二零一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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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77  125,930

六十一至九十日  18,144  41,422

九十日以上  12,351  37,900

    
  144,572  20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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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收入約 1,179,000,000 港元（二零一一年：約

1,256,000,000 港元）。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

約 72,000,000 港元（二零一一年：約 160,000,000 港元）。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

月之每股基本盈利為 11.33 港仙（二零一一年：25.46 港仙）。 

 

回顧期內，受到歐美債務危機影響，全球經濟體系均處於不穩定的狀況。受累於外圍經濟

環境，集團業績難免出現倒退。綜觀集團上半年度的業績，與二零一一年同期相比，錄得

大幅下跌。 

 

歐美債務的負面影響未有消減並持續蔓延至世界各地。過往的金融危機只是個別地區受到

影響;然而現今之歐美債務問題，則波及全球經濟。在一片不明朗的市場氣氛下，引發一連

串的信心危機，很多新產品開發計劃，因此被迫暫停或拖延。受制於疲弱的歐美市場，中

國出口業務因而受阻，增長幅度明顯下跌。另一方面，中國冀望倚賴內部消費來帶動經濟

增長，但隨著銀行收緊信貸，市場資金短缺，導致消費意慾低迷，中國的消費市場亦漸趨

放緩。因此，內銷市場與出口業務同時呈現下跌趨勢。面對市場整體訂單量減少的情況下，

模具行業競爭更趨激烈，模具產品價格進一步受壓。為保持銷售業績和生產規模效益，集

團只有適量調整售價以適應市場需求，努力爭取訂單；集團的利潤因而短暫受挫。 

 

雖然集團一直致力控制營運成本的増幅，然而受到外圍環境影響，經營成本仍持續向上;

油價、電費、物流開支等營運成本上漲幅度未竭，而技術工人短缺，亦導致工資成本提升，

進一步影響集團的利潤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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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整

體營運效益。集團已成功將中國廣東省廣州廠房的生產線及設備合併至中國廣東省河源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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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至生產規模

效應和便於規範管理。此新建的高精密模架廠房在去年第三季開始逐步提升產能，以期滿

足高精模具客戶的需求。但在此整合過渡期間，人手及設備的配合正待不斷完善;加上遇著

歐美市場疲弱的經濟，單量下降，因此對高精密模架業務的表現難免有短暫影響。集團在

中國浙江省杭州市，投資建設的新廠房，基建工程正全力進行；此基建投資項目，長遠目

標是為了拓展集團在中國華東及華北的市場，但不能期望短期內帶來理想回報。 

 

至於模具鋼材原料，國產模具鋼材，相對往年，價格有明顯回落，但因集團一直保持一定

的存庫量，故鋼材價格雖下調，仍未能在原料成本上即時反映出來。而進口模具鋼材價格，

相對較為平穩，整體波動不大。 

 

整體來說，在眾多不利因素影響下，集團業務營運尚算平穩，但因受制於全球經濟不景與

經營成本持續上升的情況下，集團上半年度的業績與去年同期比較，利潤大幅下跌，表現

未如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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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至今，歐美各國尚未推出任何有效方案以徹底解決債務問題，而市場普遍亦擔憂其負面影

響是否已經見底，及會否再有新一輪的債務問題浮現。倘若歐美等國未能及早推出有效的

解決措施，以恢復投資者信心，則全球經濟體系很難走出此困境，而全球經濟復甦更只會

遙遙無期。在一連串不明朗因素下，集團預計所有營運者將面臨嚴峻的考驗。 

 

集團預計歐美經濟仍持續疲弱 ，中國出口業務將繼續受壓。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對銀行

的信貸調控，尚未有明顯放寬跡象，市場投資者仍抱觀望態度。面對投資者信心不足，消

費品市場將會逐步收縮，各行各業均會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集團客戶的訂單量將持續下

滑，模具需求量相對減少，市場競爭則愈趨劇烈。在汰弱留強的自然定律下，部份較弱的

客戶及對手會因而退出模具行業;唯有具實力的企業，才能站穩住腳。憑藉集團雄厚的實力

和經驗，及市場的領導地位，即使處於逆境中，仍能保持其競爭力。雖然集團的業績表現

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但相信中國推出新的刺激經濟措施及寬鬆貨幣政策時，市場會漸趨

好轉；而集團亦必能緊隨中國經濟復甦的步伐，突破現時的困境。集團會密切注視市場形

勢的變化、客戶的需求，制定相應的市場策略及部署未來發展方向，以確保集團的業務穩

步發展。 

 

集團會持續深化中國華南區和華東區各廠房的優化和改進，以提升產品質素來取得客戶的

信心和支持。中國廣東省河源市廠房，通過整合生產流程、淘汰低效率的設備、增加自動

化的含量和減少對人力的倚賴及採用新的生產概念，以期提高加工増值能力和產品精準

度。預計年底時，新成立的精模部門之生產效率會繼續改善，並趨於成熟，產能因而大幅

度提升，生產成本相對降低，有助向中高檔次模具深層加工市場積極發展。同時，集團在

中國浙江省杭州市投資建設的新廠房，預計模具鋼材銷售可於二零一二年底初步運作；而

模架生產可望於二零一三年上半年度部份試產。當新廠房完工和投入生產後，集團在中國

華東、華北區的市場佔有率可進一步提升。 

 

至於營運成本，預期仍會持續上升。受到技術勞工嚴重短缺的影響，勞工成本仍無可避免

地相應增加，但憑著集團多年的努力，勞工成本的上升幅度已基本受控。然而能源價格及

運輸成本逐年攀升，對營運成本造成很大壓力。然而，集團已積極邁向綠色生產，結合環

保意念，減排節能，並推動善用資源、減少浪費等措施，以減低經營成本及提升整體營運

效益。另一方面，尤幸集團一直重視信貸風險管理，故能確保財政穩健，免受波動的經濟

環境所動搖。 

 

集團預期進口及國產模具鋼材價格會隨著經濟放緩而有所回落但會漸趨於穩定。集團會審

慎應對市場變化及適當調控存貨，以降低原材料的成本。 

 

面對艱難及複雜的市場環境，集團仍會抱持一貫正面態度，以追求持續及長遠平穩發展的

理念來面對。集團會採取具彈性和穩健的業務發展策略，靈活面對瞬息變化的市場環境，

期望能盡快走出低谷，迎接新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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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現金盈餘約422,000,000港元。本集團之現金結存約

79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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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000,000 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 2,279,000,000 港元之

約 16%。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 5,800 名僱員，包括中國國內生產廠房約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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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定派發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6 港仙（二零一一

年：每股 13 港仙），並將於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七日或前後派付予於二零一二年九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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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零一二年九月十三日至二零一二年九月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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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年九

月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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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1712-1716舖。 

 

於二零一二年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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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零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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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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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整個回顧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前載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附錄十四）及《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新版，適用於涵

蓋二零一二年四月一日後期間的財務報告）的所有守則條文。 

 
 
 承董事會命 

 邵玉龍 

 董事總經理 
 

香港，二零一二年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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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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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