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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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中期業績公告中期業績公告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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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三
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266,327  223,821 

銷售成本 4  (199,290)  (171,513) 

毛利   67,037   52,308 

其他 (虧損)/ 收益淨額 3    (2,187)  1,614 

銷售及分銷成本 4  (9,287)  (6,660) 

一般及行政費用 4  (44,553)  (40,784) 

經營溢利   11,010  6,478 

財務收入 5  575  353 

財務費用 5  (958)  (864) 

財務費用淨額 5  (383)  (511) 
      

稅前溢利   10,627  5,967 

稅項支出 6  (2,549)  (1,73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8,078  4,229 

每股盈利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港仙 

 基本及攤薄 7  0.061  0.032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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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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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期內溢利期內溢利期內溢利   8,078  4,229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已已已已歸類歸類歸類歸類或或或或其後可能重新歸類到溢利或虧損其後可能重新歸類到溢利或虧損其後可能重新歸類到溢利或虧損其後可能重新歸類到溢利或虧損之項目之項目之項目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額   (165)  138 

出售附屬公司之匯兌儲備之回撥   (1,651)  -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816)  13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除稅後全面收益總額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除稅後全面收益總額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除稅後全面收益總額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除稅後全面收益總額   6,262  4,367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全面收益之各組成部份概無稅務影

響。 

 



 

- 3 -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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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6  5,782 

租約按金及其他資產 9  5,893  5,776 

    8,629  11,558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162,942  157,563 

貿易應收款項 9  112,570  117,886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  33,934  28,668 

可收回稅項   40  40 

抵押銀行存款   77,720  69,1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6,803  107,039 

   484,009  480,392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492,638  49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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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未經審核簡明未經審核簡明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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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76  304,563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337,641  3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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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289 

其他非流動負債   2,664  2,687 

   2,910  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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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6,391  59,656 

應付稅項   3,190  1,329 

借貸   92,506  96,761 

    152,087  157,746 
   

 
 

 

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   154,997  160,722 

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   492,638  491,950 

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流動資產淨額   331,922  322,64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0,551  33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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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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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
規則」) 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 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連同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並經審核的綜合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除下文所述外，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年度財
務報表所採納者相符。 
 

於本期間的所得稅乃按預期總年度收益適用的稅率應計。 
 

採納採納採納採納對現有對現有對現有對現有修訂之準則及詮釋修訂之準則及詮釋修訂之準則及詮釋修訂之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採納下列修訂之準則及詮釋，但並沒
對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21號 徵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12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27號(二零一一)修訂本  

投資實體 

  
本集團並無於本會計期間應用任何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的準則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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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收入及收入及收入及分分分分部部部部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本集團按首席經營決策者所審閱並賴以作出決策的報告釐定其營運分部。首席經營決策者被認定

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首席經營決策者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以評核營運分部的表現。 

 

於期內，本集團只有喉管和管件貿易一項須予呈報的分部。喉管及管件貿易包括主要在香港及澳

門從事批發、零售及物流業務。收入指出售給客戶的喉管及管件。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分部分部分部分部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本集團設於香港。按地區分部的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如下：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45,603  219,229 

中國內地  -  761 

其他  20,724  3,831 

  
266,327 

 
223,821 

 

本集團按地區分部的非流動資產（除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外）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508  2,572 

中國內地  228  3,210 

  2,736  5,782 

 

3.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收益淨額收益淨額收益淨額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314)  97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3)  (56)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虧損 (871)  - 

其他收入 1  698 

 (2,187)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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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支性質開支性質開支性質開支性質 

 

經營溢利乃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達至：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已出售之存貨成本 194,978  164,357 

核數師酬金 518  47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20  1,013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31,456  28,103 

經營租約費用 8,718  8,892 

存貨減值（回撥）/撥備淨額 (444)  2,118 

其他開支 17,184  13,999 

 253,130  218,957 

代表：    
    

銷售成本 199,290  171,513 

銷售及分銷成本 9,287  6,660 

一般及行政費用 44,553  40,784 

 253,130  21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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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575) 
 

(353) 

須於一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支出 958 
 

864 

 383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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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支出稅項支出稅項支出稅項支出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461  1,729 

  海外稅項 131  16 

遞延稅項 (43)  (7) 

稅項支出 2,549  1,738 

 

香港利得稅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一三年：16.5%）計提。海外稅項乃根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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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下表列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股數（需要時予以調整）：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行使未行使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因此兩

個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均等如每股基本盈利。 

 

8.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無）。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8,078  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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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 13,332,700  13,33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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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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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13,436  119,249 

減：減值撥備 (866)  (1,363) 

貿易應收款項 – 淨額 112,570  117,886 

預付款 25,224  27,428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其他資產 10,438  2,961 

租賃按金 4,165  4,055 

 39,827  34,444 
    

 152,397  152,330 

減：非流動部份 (5,893)  (5,776) 

 146,504  14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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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信貸期內 80,636  92,747 

1天至 30天 21,480  15,736 

31天至 60天 6,878  4,218 

61天至 90天 635  792 

91天至 120天 277  1,075 

超過 120天 3,530  4,681 

  113,436  11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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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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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30,647  22,483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5,744  37,173 

  56,391  59,656 

 

 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24,609  18,842 

31天至 60天 2,202  2,192 

61天至 90天 2,619  1,205 

超過 90天 1,217  244 

  30,647  2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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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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為266,3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223,800,000港元），與二零一三年同期比較增加19.0%。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由於整體的毛利率得到改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8,100,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4,2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上升92.9%。每股基本盈利約為0.061港仙（二

零一三年：0.032港仙）。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繼續去年的增長，來自喉管及管件貿易包括批發及零售業務錄得穩步的增長。 

 

本集團繼續專注於喉管及管件，包括主要在香港及澳門的批發、零售及物流的業務。本集

團於市場上提供各種各樣喉管及管件的產品。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受惠於香港特區政府於基

礎建設項目和公共房屋項目的資本支出增加。 

 

受到私營和公共機構建設的蓬勃發展的推動，喉管及管件貿易在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總體

成績令人鼓舞。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忙於送交喉管及管件到不同地盤，以便跟上正在進行

的大型項目的工程進度。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基礎建設項目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以及多間

醫院的建設及/或重建工程亦正進行當中。我們已準備就緒從這些發展中得益。 

 

由於銷售量及業務活動量增加，經營費用亦有所增加。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 39.4％至

9,3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同期：6,700,000港元）。主要原因是運輸費用和銷售人員的費

用的增加。一般及行政費用為 44,6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同期：40,800,000港元），比二

零一三年同期增幅為 9.2%。上升主要是由於僱員費用及相關支出的增加約為 3,300,000 港

元。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隨著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增長勢頭，我們仍預期在今年下半年有穩定的增長。本集團一直

保持著健康的財務狀況，從而增強了我們的競爭優勢。由於本集團在市場中穩固地確立了

作為行業的領導者，本集團對於香港及澳門的核心業務的前景正面。我們將力求爭取更多

的訂單和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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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74,5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76,200,000港元）包括抵押銀行存款約為77,7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



 

- 12 - 

二月三十一日：69,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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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貿易融資的銀行額度合共約198,500,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8,500,000港元），已動用之銀行融資額度約101,600,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7,300,000港元）。本集團的借貸總額為92,500,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800,000港元），兩個期末之借貸全數將於一年內到期。於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未償還借貸全數92,5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6,800,000港元）以固定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按借貸總額相對於總權益計算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 27%，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 29%。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貸全數以港元結算。 

 

本集團之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美元及歐元結算。為管理外匯風險，本集團一直

密切監控外幣風險，並將於必要時作出對沖安排。 

 

資產押記資產押記資產押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由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持有賬面總值約為 77,700,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200,000港元）之銀行存款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銀行融資。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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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 162 名員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9

名），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員工福利開支共約 31,500,000 港元（二零一三

年：28,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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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退休金承諾承擔為本集團現時及未來為中國內地的退休

員工提供退休福利的責任。本集團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以向本集團合資格董事及僱員提

供獎勵及報酬，以表揚其對本集團成績作出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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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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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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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期內已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規定。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羅兵

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或審閱，但該報告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

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實務準則及財務滙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本期間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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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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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均全面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列之所規定的標準。 

 

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的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的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的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的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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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將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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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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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余建成先生及曾偉業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以信先生、陳偉文先生及楊莉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