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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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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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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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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146,741  1,067,571 

其他收入 4 47,013  17,116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9,282  3,791 

原材料及已用消耗品  (512,986)  (442,607) 

僱員福利開支  (273,910)  (241,46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91,480)  (98,483) 

其他開支  (230,745)  (201,380) 

須於五年內完全清還之銀行借款之利息  (1,990)  (2,167) 

     

除稅前溢利  91,925  102,381 

所得稅開支 5 (27,120)  (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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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利 6 64,805  72,271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於其後可能被重新分類至損益之項目     

 撤銷註冊一間附屬公司時重新分類經調整 

  之滙兌儲備 

  

(31,190)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滙兌差額  (64,207)  40,02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95,397)  40,024 

     

期內總全面（開支）收入  (30,592)  112,295 

     

期內溢利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63,858  70,758 

 非控股股東權益  947  1,513 

     

  64,805  72,271 

     

期內總全面（開支）收入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31,569)  111,136 

 非控股股東權益  977  1,159 

     

  (30,592)  112,295 

     

  港仙  港仙

每股盈利 8   

 — 基本  10.11  11.20

     

 — 攤薄  10.11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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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 
 
  於二零一四年  於二零一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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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00  151,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17,574  1,137,129

 預付租賃款項 — 非即期部份  96,972  100,608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之按金  106,903  79,163

 遞延稅項資產  16,100  —

    
  1,489,049  1,468,400

    
流動資產    
 存貨  568,087  528,927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9 494,344  472,628

 預付租賃款項 — 即期部份  2,332  2,391

 銀行結存及現金  528,476  737,441

    
  1,593,239  1,741,387

    
流動負債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409,401  401,069

 應付稅項  13,085  4,676

 應付股息  182  124

 無抵押銀行借款 — 一年內屆滿  175,042  193,809

    
  597,710  599,678

    
流動資產淨值  995,529  1,141,709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2,484,578  2,6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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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四年  於二零一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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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79  38,480

 其他應付款項  77,356  81,326

    
  125,935  119,806

    
  2,358,643  2,490,30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3,168  63,168

儲備  2,282,011  2,414,64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345,179  2,477,816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464  12,487

   
總權益  2,358,643  2,4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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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投資物業按公平值計算則除外。 
 
 除下述外，截至二零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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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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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列有關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詮釋及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以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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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及香港會計準

則第 27 號之修訂本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之修訂本  抵銷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 號之修訂本  非金融資產之可收回金額披露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修訂本  衍生工具之更替及對沖會計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21 號 

 徵費 

 
 於本中期報告期間應用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及詮釋對於此等綜合財務報

表內之報告數額及╱或所載之披露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3. 分類資料 

 

 本集團只有一項營運分類。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本公司董事會）呈報之資料，以分配

資源及評估表現為目的，乃本集團之綜合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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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分類收入及分類業績指分別載於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收入及除稅後溢利。 
 
 實體披露 

 

 於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絶大部份非流動資產

乃位於相關集團實體所在地點，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下表列明本集團按客戶地點劃分之收入分析：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香港除外）  988,090  914,614

香港  2,547  2,049

其他  156,104  150,908

    

  1,146,741  1,067,571

 

 本集團之客源極為廣泛，覆蓋歐洲、美洲及亞洲。於截至二零一四年及二零一三年六

月三十日止各自的六個月，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收入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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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利息收入  9,113  9,935 

租金收入，扣除約 211,000 港元 

 (二零一三年：188,000 港元)之直接支出 

  

1,436 

  

1,59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571  1,976 

撤銷註冊一間附屬公司之匯兌收益  31,190  ─ 

匯兌收益淨額  669  ─ 

雜項收入  2,034  3,612 

     

  47,013  17,116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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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48 

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  33,000  28,658 

遞延稅項  (5,927)  1,404 

     

  27,120  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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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附屬公司之稅率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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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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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溢利 

 

 期內溢利已扣除（計入）：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  917,865  804,180 
匯兌虧損總額  3,376  5,613 

匯兌收益總額  (4,045)  (4,026)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1,183  1,168 

 
7. 股息 

 

本期間之中期股息： 

 

 於二零一四年八月十八日，董事會決定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6 港仙（二零一三年：中期

股息 6 港仙及中期特別股息 6 港仙），合共約 37,901,000 港元（二零一三年：中期股息

37,901,000 港元及中期特別股息 37,901,000 港元）予於二零一四年九月四日名列股東名

冊之本公司股東。 

 

期內確認作分派之股息： 

 

 於本期間，就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末期股息每股 8 港仙（二零一

三年：12 港仙），合共約 50,534,000 港元（二零一三年：75,801,000 港元）及末期特別

股息每股 8 港仙（二零一三年：無），合共約 50,534,000 港元（二零一三年：無）已宣

派及派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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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利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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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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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58 

 

70,758

    

  二零一四年  二零一三年

    

股份數目：    

    

為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631,677,303  631,674,541

    

因行使購股權產生潛在具攤薄性普通股之 

 影響 

  

— 

 

8,649

    

為計算每股攤薄盈利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631,677,303  631,683,190

 

於本期間計算每股攤薄盈利時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行使之購股權獲行使，原因為該購

股權之行使價高於期內股份的平均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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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貿易客戶之信貸期限度由 30 日至 90 日。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為數約 414,457,000 港元（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395,051,000 港元）之貿易應收款項（減除呆壞賬撥備）及為數約 35,944,000 港元（二

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27,244,000 港元）之應收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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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四年  於二零一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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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275  318,723

六十一至九十日  54,275  87,222

九十日以上  64,851  16,350

    
  450,401  422,295

 
10.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為數約 161,879,000 港元（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145,130,000 港元）之貿易應付款項及為數約 42,357,000 港元（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30,013,000 港元）之應付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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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四年  於二零一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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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62  125,513

六十一至九十日  50,921  20,960

九十日以上  17,453  28,670

    
  204,236  17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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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收入約 1,147,000,000 港元（二零一三年：約

1,068,000,000 港元）。本集團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

約 64,000,000 港元（二零一三年：約 71,000,000 港元）。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

月之每股基本盈利為 10.11 港仙（二零一三年：11.20 港仙）。 

 

回顧期內，全球經濟整體表現尚算平穩，但未有帶來明顯的經濟復甦跡象。營商環境仍未

明朗的情況下，集團上半年度雖然錄得盈利，但受累於中國浙江省杭州廠房開發期所需支

出，因此與二零一三年同期相比，業績表現並不理想。尤幸得益於撤銷中國廣東省廣州附

屬公司的匯兌收益，緩和了整體利潤的跌幅。 

 

歐洲整體經濟漸趨穩定，但消費市道仍然疲弱。美國市場雖向好的方面發展，但增長速度

仍未達預期。全球經濟增長緩慢的影響下，全球消費及資本投資意慾未有明顯提升，中國

出口業務仍備受壓力。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經濟正處於整頓期，市場流動資金緊絀，導致

消費意慾低迷，中國內部消費市場發展動力仍然不足。中國出口與內銷業務增長步伐均受

到牽制，模具產品訂單量亦因而減少，以致業內競爭劇烈，模具產品價格進一步受壓，集

團純利因而受挫。 

 

回顧期內，集團位於中國廣東省河源廠房，穩步發展。集團持續優化廠房運作和設備的措

施，日見成效。集團採用自動化的生產設備和流程，除取代低效率的機床及設備外，更減

少了人手操作，產能正逐步擴大，而產品質量亦有提升。 

 

集團在中國浙江省杭州市的新廠房，隨著與客戶加強溝通及加快送貨速度，模具鋼材銷售

業務，日益增長，順利拓展了集團在中國華東區的鋼材業務。而模架生產方面，則未達到

預期目標。由於模架生產配套設備尚未完全到位，加上技術勞工短缺，而新人招募及培訓

需時，以致生產規模效益未達理想。另一方面，模架業務主力針對中國華東、華中及華北

等區，需求大型模架的汽車零配件市場，要開拓此區客戶群，需要長時期的溝通及磨合，

才能切合客戶所需，並建立長遠的合作關係。因此在開發期內，整體業務未能為集團帶來

效益並拖累集團整體利潤。 

 

至於模具鋼材原料方面，國產模具鋼材價格普遍下調。而進口模具鋼材，價格則靠穩，整

體波幅不大。 

 

回顧期內，集團整體產能和營業額雖然有所提升，然而營運成本亦不斷攀升，影響了集團

的業績表現。由於勞動市場的技術工人長期短缺，帶動工資持續上揚，勞工成本劇增；再

者，中國浙江省杭州市的新廠房，初始營運費用高，以致收支尚未達到平衡，加重了集團

整體的營運負擔。 

 

展望 

 

歐美市場雖有所改善，但全球營商環境，仍存在很多不明朗因素；地緣政治的不穩定，地

域性發生的戰爭、天災、地震等均會帶來負面衝擊。集團預期下半年，全球經濟仍反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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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營商環境不會有顯著好轉。 

 

隨著美國經濟發展相對向好及人民幣升幅放緩，中國的出口業務可望有所改善。而中國內

需市場經過適當的調整及轉型後，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有逐步放寬跡象，此對內部消費有

正面影響。如近期中央政府局部取消樓市限購政策，對家庭電器、電子產品等消費意慾起

刺激作用。加上中央政府確保國民生產總值(GDP)有穩定增長，將有助各行各業邁向復甦。

集團會緊貼中國經濟發展步伐，以制定合宜的發展策略。 

 

至於中國廣東省河源市廠房，其總體生產效益尚有進步空間。集團會致力重整其生產流

程，採用省時省力作業流程，以期減輕勞工短缺及勞工成本上揚的壓力。此外，集團亦會

持續優化其廠房設備，增添精密和自動化設備，進一步提升效率及產能，全力支援集團各

區生產所需。 

 

同時，為了配合位於中國浙江省杭州市新廠房的發展，集團會積極開發新市場，以拓展其

模具鋼材銷售及模架生產業務。集團會針對該區客戶主要是汽車零配件行業的特性，來制

定其營銷策略包括接單和物流等，以提供優質配套服務給客戶。並持續強化與客戶的溝

通，除能掌握市場瞬間變化外，更緊貼客戶所需以獲取客戶全面的信賴和支持，進而提升

集團在中國華東、華中、華北區的市場佔有率。另一方面，集團預計所需的生產配套設備

會相繼到位；然而熟練技術勞工仍然短缺，集團會致力招攬和培訓人才，務求人員、機床、

設備等能完善配合，進一步擴大產能，達致生產規模效益，為集團業績帶來正面的回報。 

 

集團預期進口及國產模具鋼材價格趨於穩定，不會有太大波動。集團會審慎調控存貨，以

管控原材料的成本。面對能源價格，運輸成本及其他成本逐年攀升，集團會重點管控營運

成本，以提升整體營運效益及保持競爭優勢。 

 

展望未來，集團會繼續拓展其核心業務，並持續改進管理、生產模式和服務質素，務使業

務取得平穩增長，繼續在業界穩佔領導地位。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現金盈餘約353,000,000港元。本集團之現金結存約

52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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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00,000 港元，相當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 2,345,000,000 港元之

約 7%。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 6,100 名僱員，包括中國國內生產廠房約 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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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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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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6 港仙（二零一三

年：中期股息每股 6 港仙及中期特別股息每股 6 港仙），並將於二零一四年九月十七日或前

後派付予於二零一四年九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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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零一四年九月三日至二零一四年九月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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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四年九

月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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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1712-1716舖。 

 

於二零一四年九月二日下午五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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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零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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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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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承董事會命 

 邵玉龍 

 董事總經理 
 

香港，二零一四年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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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