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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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概要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變動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

業務營運

營業額 683,143 900,222 -24.1
毛利 5,345 88,682 -94.0
(L)EBITDA（註1） (95,381) 70,815 不適用
經調整EBITDA（註2） 11,017 77,303 -85.7
本期間虧損 (194,562) (38,397) +406.7
每股虧損（基本）（港仙） (10.12) (2.00) +406.0

註：

1.  (L)EBITDA指扣除財務成本、所得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溢利。

2.  經調整EBITDA指扣除 (i)已確認存貨撥備港幣 13,401,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 750,000元）；
(ii)壞賬撇銷減已撥回呆壞賬撥備港幣341,000元（二零一四年：已撥回呆壞賬撥備港幣86,000
元）；(iii)外幣滙兌虧損港幣2,190,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6,654,000元）；(iv)投資物業公平
值之增加港幣2,534,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830,000元）；及 (v)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認
減值損失港幣93,000,000元（二零一四年：無）前之EBITDA。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變動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

財務狀況

資產總額 3,240,825 3,610,120 -10.2
股東權益 1,677,658 1,861,882 -9.9
每股資產淨值（港幣） 0.872 0.96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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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
績。本中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683,143 900,222

銷售成本 (677,798) (811,540)  

毛利 5,345 88,682

投資及其他收入 4 915 1,650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93,150) (5,661)

分銷及銷售費用 (21,681) (25,737)

行政費用 (36,380) (36,580)

研發費用 (22,536) (29,587)

財務成本 6 (28,140) (32,443)  

除稅前虧損 (195,627) (39,676)

所得稅抵免 7 1,065 1,279  

本期間虧損 8 (194,562) (38,397)
  

每股虧損 9

基本及攤薄 (港幣10.12仙 ) (港幣2.00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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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虧損 (194,562) (38,397)  

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物業重估盈餘 12,143 10,298

物業重估之遞延稅項負債確認 (2,221) (2,535)

因換算集團實體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416 (19,73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費用）（扣除稅項） 10,338 (11,976)  

本期間全面費用總額 (184,224) (5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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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1 51,087 48,547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513,438 1,659,243
預付租賃款項 173,708 178,000
商譽 41,672 41,672
會籍 761 761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345 345
遞延稅項資產 1,511 1,282  

1,782,522 1,929,850  

流動資產
存貨 328,728 337,432
應收賬款 12 477,922 566,976
應收票據 12 398,700 558,37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33,227 140,005
預付租賃款項 8,701 8,698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1,025 68,789  

1,458,303 1,680,27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193,194 288,550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14 103,691 118,926
應付稅項 19,372 15,788
來自一有關連公司之貸款 15 50,740 –
銀行貸款－於一年內到期 16 964,194 1,293,837  

1,331,191 1,717,101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127,112 (36,83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909,634 1,89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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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於一年後到期 16 199,500 –
其他應付款 1,010 1,122
遞延稅項負債 31,466 30,015  

231,976 31,137  

1,677,658 1,861,88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7 1,191,798 1,191,798
儲備 485,860 670,084  

1,677,658 1,86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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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制基準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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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要求而編制。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制，惟若干物業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值（如適用）計
量。

除以下所述外，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制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納的會
計政策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該等修訂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呈報之金額及╱或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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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向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
呈報的資料，集中於交付產品的種類。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經營及應呈報分部具體如下：

(i) 鋼簾線分部乃指製造鋼簾線；及

(ii) 銅及黃銅材料分部乃指銅及黃銅材料加工及貿易。

此等經營分部乃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之基礎，以分配資源予分部及評估分部之表現。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並無重大變動。

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及應呈報分部之營業額及業績之分析：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鋼簾線 銅及黃銅材料 分部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營業額
外界銷售 529,931 152,386 682,317

分部間之銷售（附註） – 8,732 8,732   

合計 529,931 161,118 691,049   

分部業績 (153,272) 651 (152,621)   

附註： 分部間之銷售根據現行巿場價格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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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之對賬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經營分部之營業額總額 691,049

租金收入 826

分部間銷售之註銷 (8,732) 

本集團營業額 683,143 

除稅前虧損之對賬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經營分部之虧損總額 (152,621)

物業投資產生的溢利 3,145

未分配金額
未分配收入 366

未分配外幣匯兌虧損淨額 (2,877)

未分配費用 (15,500)

未分配財務成本 (28,140) 

除稅前虧損 (195,627)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鋼簾線 銅及黃銅材料 分部合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營業額
外界銷售 710,670 188,684 899,354

分部間之銷售（附註） – 11,211 11,211   

合計 710,670 199,895 910,565
   

分部業績 11,806 (953) 10,853
   

附註： 分部間之銷售根據現行巿場價格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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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之對賬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經營分部之營業額總額 910,565

租金收入 868

分部間銷售之註銷 (11,211) 

本集團營業額 900,222
 

除稅前虧損之對賬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經營分部之溢利總額 10,853

物業投資產生的溢利 1,508

未分配金額
未分配收入 814

未分配外幣匯兌虧損淨額 (6,422)

未分配費用 (13,986)

未分配財務成本 (32,443) 

除稅前虧損 (39,676)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之損益，並不包括分配物業投資產生的溢利、若干外幣匯兌收益或虧損、
中央行政成本、本公司董事酬金、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財務成本及其他收入。此乃呈報予
主要營運決策者作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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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及其他收入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投資收入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365 759  

其他收入
政府補貼（附註） 225 315

銷售廢舊物料 38 176

其他 287 400  

550 891  

915 1,650  

附註： 政府補貼表示來自地方政府的直接財政資助。該等補貼並無附帶條件，並於收取時
在損益內確認。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撥回呆壞賬撥備淨額 3,630 86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2,534 83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認減值損失（附註11） (93,000) –

壞賬撇銷 (3,971) –

外幣匯兌虧損淨額 (2,190) (6,65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153) 77  

(93,150) (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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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支出 25,058 30,341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來自一有關連公司之
貸款之利息支出 740 –

交易成本之攤銷 2,342 2,250  

總借貸成本 28,140 32,591

減：撥充資本之金額 – (148)  

28,140 32,443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撥充資本的借貸成本源自一般借貸額，並按合資
格資產支出的4.05%的年度資本化利率計算。於二零一四年十月，指定用於建造合資格資產
的貸款已全數償還，此後並無撥充資本之借貸成本。

7. 所得稅抵免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584 180

以前期間超額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 (647) (984)

遞延稅項 (1,002) (475)  

(1,065) (1,279)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源自香
港的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香港利得稅之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於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嘉興東方鋼簾線有限公司（「嘉興東
方」）除外）之稅率為 25%。嘉興東方自二零一四年獲確認為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企業，及該
地位有效期為三年。嘉興東方因而於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享有15%之優惠
稅率，惟須受中國相關稅務機關的年度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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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期間虧損
本期間虧損已扣除：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7,766 73,713

已確認存貨撥備（包括於「銷售成本」內） 13,401 750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包括於「銷售成本」內） 4,340 4,335  

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虧損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本期間虧損 (194,562) (38,397)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數目 1,922,900,556 1,922,900,556  

由於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行使本公司未獲行
使購股權，將引致每股虧損減少，因此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上述購股權會獲行使。

10. 股息
本公司董事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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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的變動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動用約港幣2,791,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港幣4,352,000元）用於提升鋼簾線分部的生產設施。除此之外，本集團亦於
本中期期間添置約港幣41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36,000元）的其他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賬面總值港幣815,000元（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3,000元）之若干設備的所得現金款項為港幣662,000元（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90,000元），並產生出售虧損港幣153,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出售收益港幣77,000元）。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滕州東方鋼簾線有限公司（「滕州東方」，本公
司的一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錄得不理想表現的結果，因此管理層對滕州東方的個別物業、廠
房及設備進行減值測試。如不可能估計個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可收回金額，管理層將釐訂
該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屬的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管理層認為在下
列情況下，個別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可收回金額不能釐訂：(i)資產之使用價值被估計並不接
近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及 (ii)資產在明顯獨立於其他資產的情況下不能產生現金流入。就
減值測試而言，滕州東方被視為一現金產生單位。當一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少於其
賬面值，則被視為已出現減值。可收回金額指使用價值與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兩者間之較高
者。

滕州東方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可收回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計算法及若干主要假設而
釐訂。使用價值計算法乃根據經本集團管理層批准的四年半財務預算之現金流量預測計算。
使用價值計算法所使用的貼現率為 10.85%（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10%）。於該
四年半期間後之十九年的現金流量以零增長率作推算，使用價值計算法的其他主要假設與
現金流入╱流出估計（包括預期總營業額及毛利率）有關，而該等估計的基準乃根據管理層對
巿場發展的預測。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93,00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的減值損失已於損益內確認，並已參考其減值前賬面值，按比例作出分配。當中 (i)港幣
91,77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已被分配至廠房及機器；(ii)港幣382,000

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已被分配至傢俬、裝置及設備；(iii)港幣152,000元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已被分配至汽車；及 (iv)港幣696,000元（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已被分配至在建工程。減值損失已於損益內的其他收益及虧損中呈
列。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本報告期末的公平值乃根據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
師－中證評估有限公司（「中證」）於該日進行之估值為基礎而釐訂。估值乃參考鄰近同類物業
最近的交易。其產生之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約港幣2,534,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港幣830,000元）已計入本期間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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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期末，包括在物業、廠房及設備內約港幣 406,146,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408,233,000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已由中證按 (1)參考可比較物業最近巿場交易的公
開巿場價格基準；或 (2)若干物業在缺乏可比較銷售的已知巿場情況下根據已折舊重置成本
基準進行估值。其產生之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約港幣12,143,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港幣10,298,000元）已計入物業重估儲備。

12. 應收賬款╱應收票據
本集團一般授予其貿易客戶30日至90日的信貸賬期。

應收賬款（已扣除呆壞賬撥備）於報告期末根據銷售發票日期（與相應營業額確認日期相若）
編制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90日 335,111 379,379

91-180日 79,052 158,199

多於180日 63,759 29,398  

477,922 566,976  

應收票據於報告期末根據銷售發票日期編制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90日 14,651 11,346

91-180日 32,940 195,981

多於180日 351,109 351,043  

398,700 558,37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包括於應收票據中約港幣119,286,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港幣13,708,000元）及約港幣83,218,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98,146,000

元）分別已按全面追索基準貼現予銀行（附註16）及背書予若干債權人。

由於本集團並未轉讓有關該等應收票據之重大風險及回報，其將繼續確認該等應收票據之
全部賬面值及相關負債。於報告期末，根據有關票據的發行日，所有應收票據之到期日均在
一年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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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根據採購發票日期編制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日 92,495 55,034

31-90日 52,130 89,798

91-180日 24,456 128,977

181-365日 17,306 10,276

多於1年 6,807 4,465  

193,194 288,550  

採購貨品之平均信貸賬期為30日。

14.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中包括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
約港幣53,759,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0,269,000元）。

15. 來自一有關連公司之貸款
該金額代表來自首鋼控股（香港）有限公司（「首控香港」）（本公司是首控香港的聯營公司）之一
間全資附屬公司－首鋼（香港）財務有限公司的貸款及相關應付利息。該貸款為無抵押及於一
年內償還，並以6%之年利率計算利息。

16. 銀行貸款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信託收據貸款 25,988 27,235

其他銀行貸款 1,018,420 1,252,894

附追索權的已貼現票據 119,286 13,708  

1,163,694 1,293,837  

已抵押 19,714 22,926

無抵押 1,143,980 1,270,911  

1,163,694 1,29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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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獲得約港幣704,072,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463,736,000元）之新增銀行貸款及償還約港幣 757,609,000元（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288,755,000元）之銀行貸款。該等貸款以年利率 1.89%至5.62%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利率1.87%至7.07%）計息，並於一至兩年內償還。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中，港幣964,194,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293,837,000元）已
分類為流動負債。其中港幣964,194,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144,046,000元）
根據經協定計劃還款日期須於一年內償還。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49,791,000

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無）於報告期末計不須於一年內償還但包含按要求即時還款條
款。

17.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5,000,000 500,0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附註） 不適用 不適用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1,922,901 192,290

因廢除股份面值而由股份溢價及資本贖回儲備轉撥 – 999,508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並無面值之普通股（附註） 1,922,901 1,191,798

  

附註：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起，法定股本的概念已不復
存在，而本公司股份亦不具有面值。此轉變結果對目前已發行股份的數目或任何股
東的相對權利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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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經營回顧
中國經濟在上半年取得7%的較慢增長。儘管整體經濟健全情況依然穩固，但是，
某些經濟行業的表現，如汽車丶固定資產投資丶房地產開發和進口╱出口，在此
期間相對較弱。子午線輪胎市場的需求亦因該等疲弱表現而放緩。在子午線輪胎
疲弱需求的背景下，鋼簾線分部在本期間錄得較低銷售量。此外，鋼簾線的售價
持續下降，因為在上半年鋼簾線行業產能過剩令價格競爭仍然存在。由於這些因
素，鋼簾線分部在本期間錄得毛利大幅下降並產生經營虧損。

至於銅及黃銅材料分部的營業額比去年同期下降，因為於疲弱的工業環境商品產
品需求下降，令到銅的價格也受壓下降。儘管營業額減少，但通過持續加強銷售
和庫存管理，此分部毛利率上升及在本期間在經營上轉虧為盈。

關於本集團的整體業績而言，於本期間錄得LBITDA及經調整EBITDA顯著下降。
由於鋼簾線分部於本期間的欠佳表現及確認大額減值損失，本期間虧損與去年同
期比較亦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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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簾線
整體表現
此分部錄得鋼簾線銷售量比去年同期下跌 14.1%，主要是由於在上半年子午線輪
胎需求疲弱亦令鋼簾線需求疲軟。此外，中國鋼簾線行業的需求較低令產能過剩
的情況仍然存在，因而鋼簾線的售價持續下降，鋼簾線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下降
12.8%。基於主要原材料的價格下降，鋼簾線的單位生產成本相比去年同期也下
降，但該下降無法彌補鋼簾線的平均售價的顯著下降。另外，本期間確認存貨撥
備港幣13,401,000元，以反映平均售價的明顯下降。因此，在銷售量的下降丶鋼簾
線較低的平均售價和確認存貨撥備令此分部的毛利較去年同期顯著下降99.8％至
港幣184,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83,960,000元）。

由於毛利較去年同期顯著下降，本期間此分部錄得LBITDA及經營虧損。於本期間
此分部之LBITDA為港幣81,662,000元（二零一四年：EBITDA為港幣89,605,000元）。
本期間經調整EBITDA（扣除已確認存貨撥備丶已撥回呆壞賬撥備丶壞賬撇銷丶物
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認減值損失及外幣匯兌收益╱虧損）報港幣24,598,000元，比
去年同期下降72.9%。也歸因於毛利顯著下降及於以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
認減值損失及商譽減值測試」分節所述之減值損失，此分部錄得港幣153,272,000元
經營虧損，相比於去年同期經營溢利為港幣11,80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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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於本期間，此分部銷售48,281噸鋼簾線，較去年同期報56,200噸下降14.1%。在切割
鋼絲業務方面，此分部於本期間共銷售164噸半成品及成品，較去年同期報421噸
下跌61.0%。此分部的銷售量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銷售量
（噸）

佔鋼簾線
總銷售量
百分比(%)

銷售量
（噸）

佔鋼簾線
總銷售量
百分比(%)

變動
(%)

鋼簾線用於：
－載重輪胎 32,662 67.6 43,667 77.7 -25.2

－工程輪胎 1,786 3.7 2,208 3.9 -19.1

－轎車輪胎 13,833 28.7 10,325 18.4 +34.0    

鋼簾線合計 48,281 100.0 56,200 100.0 -14.1
    

切割鋼絲︰
－半成品 53 198 -73.2

－成品 111 223 -50.2  

切割鋼絲合計 164 421 -61.0  

其他鋼絲 187 304 -38.5  

總計 48,632 56,925 -14.6
  

鋼簾線銷售中用於載重輪胎的鋼簾線佔本期間鋼簾線銷售量 67.6%，較去年同期
下跌10.1個百分點，但仍然是本期間佔鋼簾線銷售中最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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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以地區劃分鋼簾線銷售方面，於本期間鋼簾線出口銷售量報8,477噸，比去年
同期報 7,614噸上升 11.3%。於本期間，出口銷售量佔鋼簾線總銷售量的 17.6%，比
去年同期佔13.5%，上升4.1個百分點。鋼簾線的銷售量按地域位置明細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銷售量
（噸）

佔
總銷售量
百分比(%)

銷售量
（噸）

佔
總銷售量
百分比(%)

變動
(%)

中國 39,804 82.4 48,586 86.5 -18.1    

出口銷售：
亞洲（中國除外） 5,210 10.8 4,784 8.5 +8.9

北美洲 1,233 2.6 1,274 2.2 -3.2

EMEA（歐洲、
中東和非洲） 1,062 2.2 332 0.6 +219.9

南美洲 972 2.0 1,224 2.2 -20.6    

出口銷售總額 8,477 17.6 7,614 13.5 +11.3    

總計 48,281 100.0 56,200 100.0 -14.1
    

就售價而言，在由於鋼簾線較弱的需求加劇了鋼簾線行業在中國產能過剩局面而
令上半年的價格下滑加深。因此，鋼簾線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下跌12.8%。

此期間由於鋼簾線的銷售量和平均售價均下降，此分部的營業額比去年同期下降
了25.4％至本期間港幣529,931,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710,6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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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於本期間，此分部之毛利報港幣184,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83,960,00元），相對去
年同期大幅下跌99.8%。毛利的下跌歸因於鋼簾線銷售量下跌14.1%；鋼簾線的平
均售價比去年同期下降12.8%；及本期間確認存貨撥備港幣13,401,000元。毛利率
由去年同期報11.8%大幅下降至本期間的0.1%。

投資及其他收入
於本期間，投資及其他收入報港幣814,000元，比去年同期報港幣827,000元下跌
1.6%，基於本期間政府補貼比去年同期下跌87.3%至港幣40,000元（二零一四年：港
幣315,000元）所致。

已撥回呆壞賬撥備淨額及壞賬撇銷
於本期間，呆壞賬撥備撥回港幣3,630,000元，及壞賬撇銷港幣3,971,000元（二零一
四年：無），因此，本期間壞賬淨額為港幣341,000元，而去年同期則有已撥回呆壞
賬撥備港幣86,000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認減值損失及商譽減值測試
於本期間，鋼簾線平均銷售價格有未能預期之顯著下跌（特別於第二季度），與二
零一四年本集團鋼簾線的平均售價相比，第一季度之平均售價輕微下跌3.5%，但
平均售價下跌幅度於第二季度顯著上升至 11.7%，導致滕州東方於上半年度產生
顯著的毛虧損，因此本集團管理層於報告期末對滕州東方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賬面值根據使用價值計算法進行減值測試。由於預期本集團於不久將來仍然會面
對鋼簾線行業的激烈競爭，而持續妨礙鋼簾線平均銷售價格的反彈，故此於本期
間已對滕州東方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港幣93,000,000元（二零一四年：無）之減
值損失。

鑒於第二季度鋼簾線平均售價大幅下跌，本集團管理層亦為與嘉興東方有關之商
譽根據使用價值計算法進行了減值測試。儘管鋼簾線平均售價顯著下跌，但因不
同客戶組合的關係，嘉興東方的平均售價及產能使用率均比滕州東方優勝，我們
因此斷定於本期間無需為商譽作出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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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及銷售費用
於本期間，分銷及銷售費用比去年同期下跌 15.6%至港幣 20,128,000元（二零一四
年：港幣23,849,000元）。主要由於鋼簾線的銷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4.1%所致。

行政費用
本期間行政費用報港幣18,119,000元，比去年同期報港幣19,316,000元下降6.2%。

研發費用
於本期間，研發費用比去年同期下降23.8%至港幣22,536,000元。

銅及黃銅材料
整體表現
於上半年中國工業增速放緩強烈影響銅的全球需求。此分部銷售量較去年同期下
降13.3%。然而，毛利率通過加強銷售策略及庫存管理進一步改善，令此分部於本
期間經營轉虧為盈。於本期間經營溢利報港幣651,000元，去年同期則錄得經營虧
損港幣953,000元。

營業額
於本期間，此分部銷售銅及黃銅材料3,465噸，比去年同期報3,996噸下跌 13.3%。
銅及黃銅材料銷售量按地理位置列示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銷售量
（噸）

佔總
銷售量

百分比(%)

銷售量
（噸）

佔總
銷售量

百分比(%)

變動
(%)

中國 2,421 69.9 2,894 72.4 -16.3

香港及其他地區 1,044 30.1 1,102 27.6 -5.3    

總計 3,465 100.0 3,996 100.0 -13.3
    



– 23 –

於本期間銅價持續下降，因此此分部的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下降 7.1%。歸因於
銷售量下降及平均售價降低，此分部錄得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跌19.4%至港幣
161,118,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199,895,000元）。

毛利
於本期間，儘管營業額下跌19.4%，此分部毛利比去年同期錄得上升12.6%至港幣
4,399,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3,907,000元），這是基於自去年起加強銷售和庫存管
理的成果。於本期間毛利率報2.7%，較去年同期的2.0%上升0.7個百分點。

財務回顧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淨虧損港幣 194,562,000元，比去年同期錄得港幣 38,397,000

元上升406.7%。主要是由於上半年鋼簾線的銷售量下降、平均銷售價格顯著下降
及確認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損失所致。因此，本期間本集團錄得LBITDA港幣
95,381,000元，去年同期則報EBITDA港幣70,815,000元。本集團的經調整EBITDA較
去年同期下跌 85.7%至港幣 11,017,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 77,303,000元），列示如
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

(L)EBITDA (95,381) 70,815 不適用
經調整：
已確認存貨撥備 13,401 750 +1686.8

已撥回呆壞賬撥備淨額及壞賬撇銷 341 (86) 不適用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認減值損失 93,000 – 不適用
外幣匯兌虧損淨額 2,190 6,654 -67.1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2,534) (830) +205.3  

經調整EBITDA 11,017 77,303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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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報港幣683,143,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900,222,000元），
比去年同期下跌24.1%。營業額明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佔
總營業額
百分比(%) 港幣千元

佔
總營業額
百分比(%)

變動
(%)

鋼簾線 529,931 77.6 710,670 78.9 -25.4

銅及黃銅材料 161,118 23.6 199,895 22.2 -19.4    

小計 691,049 101.2 910,565 101.1 -24.1

扣除自銅及黃銅材料分
部予鋼簾線分部之銷
售 (8,732) (1.3) (11,211) (1.2) -22.1

物業租金收入 826 0.1 868 0.1 -4.8    

總計 683,143 100.0 900,222 100.0 -24.1
    

毛利
於本期間，本集團毛利比去年同期下降94.0%至港幣5,345,000元（二零一四年：港
幣88,682,000元）。由於鋼簾線分部毛利率大幅下降，本期間本集團之毛利率較去
年同期下跌9.1個百分點至0.8%。毛利明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毛利率

(%) 港幣千元
毛利率

(%)

變動
(%)

鋼簾線 184 0.1 83,960 11.8 -99.8

銅及黃銅材料 4,399 2.7 3,907 2.0 +12.6

物業租金收入 762 92.3 815 93.9 -6.5  

總計 5,345 0.8 88,682 9.9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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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及其他收入
於本期間，投資及其他收入比去年同期下跌44.5%至港幣915,000元（二零一四年：
港幣1,650,000元），基於本期間銀行利息收入和政府補貼均比去年同期下跌。

其他收益及虧損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港幣93,150,000元，比去年同期報港幣5,661,000元
上升1545.5%。其他收益及虧損明細如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

外幣滙兌虧損淨額（附註1 ） (2,190) (6,654) -67.1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2,534 830 +205.3

已撥回呆壞賬撥備淨額及壞賬撇銷 (341) 86 不適用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認減值損失
（附註2） (93,000) – 不適用
其他 (153) 77 不適用  

總計 (93,150) (5,661) +1545.5
  

附註1：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外幣匯兌虧損港幣 2,190,000元，比去年同期下跌 67.1%，這是由
於於本期間人民幣兌港幣匯率跌幅約0.1%，而相對於去年同期人民幣跌幅則為1.0%。

附註2： 此為滕州東方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確認減值損失，誠如已在上文「鋼簾線」一節所
述。

分銷及銷售費用及行政費用
本期間分銷及銷售費用報港幣21,681,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25,737,000元），比去
年同期下跌15.8%，下跌源於鋼簾線和銅及黃銅材料的銷售量較去年同期分別下
降14.1%及13.3%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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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本集團的行政費用共港幣36,380,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36,580,000元），比
去年同期輕微下降0.5%。由於本集團營業額比去年同期下降24.1%，行政費用佔營
業額的比例因此由去年同期的4.1%上升至本期間的5.3%。

研發費用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研發費用共港幣22,536,000元，比去年同期報港幣29,587,000元
下跌23.8%，誠如已在上文「鋼簾線」一節所述，該等費用都是鋼簾線分部所產生。

分部業績
於本期間，本集團業務分部錄得虧損港幣152,621,000元，去年同期經營溢利則為
港幣10,853,000元。本集團業務分部經營業績明細如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

鋼簾線 (153,272) 11,806 不適用
銅及黃銅材料 651 (953) 不適用  

總計 (152,621) 10,853 不適用
  

財務成本
於本期間，財務成本報港幣28,140,000元，比去年同期報港幣32,443,000元下跌
13.3%，主要歸因於本期間計息貸款金額下跌。本期間平均計息貸款報港幣
1,254,136,000元，比去年同期報港幣1,505,888,000元下跌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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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抵免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所得稅抵免港幣1,065,000元，相比去年同期港幣1,279,000元
下跌16.7%。所得稅抵免下跌主要由於於本期間物業重估盈餘令遞延稅項增加所
致。

除嘉興東方自二零一四年開始已被確認為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企業，而因此於二
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享有15%的優惠稅率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之適用稅率並無改變。本公司及於香港經營的附屬公司於本期間須繳納 16.5%

（二零一四年：16.5%）的香港利得稅。對於在中國經營的附屬公司，根據中國企業
所得稅法（「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實施細則」），該等附
屬公司於本期間所繳納之稅率為25%（二零一四年：25%）。

此外，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細則以及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
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本集團須為中國之附屬公司向香港之控股公
司所支付股息而承擔5%（二零一四年：5%）之預提稅。

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撇除呆壞賬撥備前的應收賬款金額為港幣524,179,000

元，比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616,925,000元下跌15.0%。應收賬款的整
體質量是可管理的及於本期間撥回呆壞賬撥備港幣3,630,000元。

就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仍然結存的呆壞賬撥備下跌至港幣46,257,000元，它
們主要是源自銷售鋼簾線及切割鋼絲產品（包括半成品和成品）而產生的應收賬
款。我們將會繼續盡力追回該等應收款項，包括協商以其他資產代替現金支付，
及╱或對這些客戶提出法律行動要求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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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應收賬款，其後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止
約有40.8%已透過現金或應收票據形式收回，詳情如下：

賬齡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的金額
其後收款
之百分比

港幣千元 (%)

0-90日 335,111 29.9

91-180日 79,052 82.7

多於180日 63,759 46.2 

總計 477,922 40.8
 

財資政策
本集團的財資政策集中於流動資金管理和監控財務風險，包括利率風險，匯兌風
險和交易對手風險。其目的是確保本集團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以維持業務增長，及
保持財務狀況穩健。

本集團的剩餘資金一般以短期存款（港幣，人民幣或美元）存放在香港及中國信譽
良好的銀行。本集團的資金籌措通常包括短期到中期銀行貸款，貸款組合會考慮
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性及利息成本而作出。

股本、資金流動及財政資源
本公司管理其資本架構的目的以確保本集團之業務能繼續保持可持續增長及為
股東提供一個長期合理的回報。

於本期間，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數目沒有變動，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
股份數目仍為1,922,900,556股。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報港幣
1,677,658,000元，比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 1,861,882,000元下跌 9.9%，
歸因於本期間之虧損及人民幣兌港幣匯率下跌。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每股
資產淨值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每股港幣 0.968元下跌 9.9%至每股港幣
0.8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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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
儘管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虧損港幣194,562,000元，然而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來自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港幣103,169,000元如下：

港幣千元

綜合現金流量表中列示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76,516

加：未於綜合現金流量表反映之經營現金流入（非現金交易）：
已貼現予銀行及於本期間已到期之應收票據 13,708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背書予集團債權人
（以作為支付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及
已於本期間到期的應收票據 12,945 

本期間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03,169
 

至於其他活動產生的現金流，本集團於本期間投資活動錄得現金流出淨額港幣
5,706,000元，主要為鋼簾線分部而產生的資本開支；及於本期間融資活動產生現
金流出淨額港幣28,595,000元，主要包括已支付的利息港幣25,058,000元。

銀行結存及現金及計息貸款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共港幣111,025,000元，比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港幣68,789,000元上升 61.4%。本集團之計息貸款於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報港幣 1,214,434,000元，比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港
幣1,293,837,000元下跌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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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合共港幣502,883,000元（相當於41.4%）之計息貸款為浮
動利率貸款，而港幣711,551,000元（相當於58.6%）之計息貸款以年利率1.89%至4.88%

計息。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計息貸款之性質及按合約所定之還款期之
到期情況如下：

港幣千元

佔計息貸款
總額百分比

(%)

於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內到期或即期支付：
－信託收據貸款 25,988 2.1

－銀行貼現票據墊款 119,286 9.8

－流動資金貸款 537,878 44.3

－來自一有關連公司之貸款 50,740 4.2

－中期貸款之即期部份 132,500 10.9  

866,392 71.3

中期貸款：
－於二零一六年內到期 150,000 12.4

－於二零一七年內到期 200,000 16.5  

1,216,392 100.2

未攤銷之貸款安排費用 (1,958) (0.2)  

總計 1,214,434 100.0
  

債務和流動資產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債比率（以計息貸款總額減銀行結存及現金
除以股東權益計算）報65.8%，與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平。本集團於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以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1.10倍，較於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0.98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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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收入來源及採購和付款均主要以人民幣、港幣及美元為單位。本集團的銀
行結存及現金因此主要為人民幣、港幣及美元，而在這種情況下，本集團將主要
以這些貨幣為單位借貸，以盡量減少因收入來源與計息借貸貨幣單位重大錯配的
風險，亦會盡力利用以貸款息率低於人民幣的港幣及美元為單位的貸款。然而，
自去年以來預期人民幣匯率貶值，本期間本集團增加人民幣貸款的比例，以盡量
減少人民幣匯率貶值對本集團業績的影響。因此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計息貸款以港幣和美元為單位的比例從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72.5%下
降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 64.9%。本集團的銀行結存及現金及計息貸款的貨
幣組合如下：

銀行結存及現金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佔銀行
結存及

現金總額
百分比(%) 港幣千元

佔銀行
結存及

現金總額
百分比(%)

人民幣 76,150 68.6 31,402 45.6
港幣 4,052 3.6 4,555 6.6
美元 29,210 26.3 29,480 42.9
其他貨幣 1,613 1.5 3,352 4.9    

總計 111,025 100.0 68,789 100.0
    

計息貸款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佔計息
貸款總額
百分比(%) 港幣千元

佔計息
貸款總額
百分比(%)

人民幣 426,155 35.1 355,861 27.5
港幣 756,080 62.3 861,185 66.6
美元 32,199 2.6 76,791 5.9    

總計 1,214,434 100.0 1,293,83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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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利率風險，儘管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41.4%的計息貸款按浮動利率計
息，惟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去應對利率上升對本集團之損益和現金流量而構成風
險之利率掉期，因我們認為利率在未來餘下一年將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

於本期間及報告期末後，中國中央政府根據有利於貨幣金融體制改革，驟然將人
民幣兌換率貶值。人民幣兌換率貶值對本集團的業績在兌換本集團以港幣及美元
為單位的計息貸款時有負面影響，及本集團並沒有訂立任何衍生金融工具以對沖
外匯和利率風險。但是，我們將尋求對沖工具以應對不時到期的非人民幣貸款所
帶來的外匯或人民幣風險。再者，在需要時，我們亦會不時檢討及調整計息貸款
的貨幣組合，以減低於有關計息貸款的滙兌及利率風險。不論任何情況，我們會
根據內部監控指引下繼續密切監察本集團計息貸款之貨幣及利率組合及於需要
時採取適當行動以減低匯兌及利率風險。

業務發展計劃及資本承擔
於本期間，本集團資本開支共港幣3,201,000元，主要是用於提升鋼簾線分部生產
設施的資本開支。

預計二零一五年下半年會產生資本開支約港幣10,945,000元，主要是用於鋼簾線
分部。該等資本開支將會通過本集團內部資源及銀行借貸籌集。

本集團僱員、酬金政策及培訓計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合共有1,898名僱員。本集團僱員
之酬金政策按僱員價值、資格及能力，亦以業界當時市場環境而釐訂。彼等之酬
金包括酌情發放之花紅，一般會每年予以檢討。在薪金以外，其他僱員福利包括
醫療保險、住院資助計劃及定額供款公積金計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中國國
家法規定的其他退休計劃或類似定額供款公積金計劃分別為香港及國內僱員提
供退休福利。該等計劃引起之供款會在本集團盈利中扣除。本期間於綜合損益表
扣除之總額約為港幣11,354,000元。



– 33 –

本集團亦分別向國內各部門各級員工及董事及本公司員工提供培訓計劃或課程，
用以提升他們在生產營運上的技術和管理，專業技巧和知識。

董事之酬金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按照個人表現、本集團之業績及盈利狀況，亦以
業界指標及當時市場環境而釐訂。

此外，本公司採納了二零零二計劃。根據二零零二計劃，董事會可根據及按照二零
零二計劃的條款及上市規則授予合資格人士購股權以認購股份，目的作為他╱她
對本集團之貢獻作出獎勵或報酬。二零零二計劃由採納日期起計十年內有效及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到期。股東已在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周年大
會上批准終止二零零二計劃及採納二零一二計劃，二零一二計劃與二零零二計劃
本著有同一目的。二零一二計劃由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獲得批准根據二零
一二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將予發行及分配之任何股份上市及買賣之日期）
起計十年內有效。

二零零二計劃項下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購股權仍然有效，並可根據其發行條款予
以行使。

於本期間，根據二零零二計劃及二零一二計劃，沒有購股權授出、行使和註銷。
而根據二零零二計劃，2,000,000股購股權失效。

或然負債及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以下資產已抵押予本集團的銀行，用以為本集團取得
信貸額度：

1. 賬面淨值總計為港幣12,100,000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及

2. 本公司於若干附屬公司中之股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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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能視作出售滕州東方股權與棗莊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棗莊礦
業」）進行之建議戰略合作之進展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與棗莊礦業訂立無法律約束力補充諒解備忘錄
（「補充諒解備忘錄」），據此，雙方同意（其中包括）延長訂立正式協議之最後截止日
期從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三日簽訂之諒解備忘錄日期起計720日內，即二零一六年
七月一日（或訂約方協定之其他較後日期）。因為就鋼簾線行業目前的市場情況，
棗莊礦業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完成其內部審批程序及在滕州東方進行盡職調查。除
根據補充諒解備忘錄之修訂外，諒解備忘錄的條款和條件維持不變及繼續具十足
效力。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與棗莊礦業及其附屬公司沒有訂立就建議注資或建議戰略
合作而言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有關諒解備忘錄和補充諒解備忘錄的細節可參考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
十三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公告。

業務展望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為本集團的鋼簾線和銅及黃銅材料分部的經營環境增加壓力。
預期本集團在不久的將來仍將面對鋼簾線行業的激烈競爭。鋼簾線產能過剩將繼
續對整體平均售價帶來負面影響，這將在短期內侵蝕我們的毛利率。銅及黃銅材
料分部的表現也受全球整體經濟不確定的狀況和銅價的波動之影響。儘管前景似
乎不盡人意，本集團已重新調整鋼簾線分部銷售隊伍，作出更多努力滲透更高價
值的客戶，及將盡力通過開發更廣泛的先進產品和新產品，以滿足國際客戶的不
同要求和需求，以實現更高的毛利率。本集團將繼續提高產品質量，提高生產效
率及降低生產成本，以減輕該等因素對本集團的業務的負面影響。

從長遠來看，董事會認為上述鋼簾線行業的價格競爭將導致行業整合，或可以消
除某些小型到中型鋼簾線生產商及減輕供過於求的情況。藉著我們在國內和出口
市場著名的「東方」品牌，我們希望首長寶佳能夠渡過此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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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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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致力於實行及達到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彼並認為一個有效率之內部監控系
統對於本公司的長遠發展是甚為重要的。因此，董事會不時檢討本集團之內部監
控機制成效，例如：財務、經營及合規控制及風險管理之功能。本公司已採納首長
寶佳企業管治守則及內部監控指引，並在適當時對它們作出更新和修訂，以達至
有效率之企業管治常規及內部監控系統，並符合有關法律、條例及規則的改動。

偏離守則之守則條文D.1.4條及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3.10A、3.21及3.25條
及守則條文A.5.1條
根據董事會之意見，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 (i)偏離
守則條文D.1.4條；及 (ii)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3.10A、3.21、3.25條及守則條
文A.5.1條外，已遵守有關守則，以及首長寶佳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

根據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及NV Bekaert SA（「Bekaert」）（主要股東）所訂
立之認購協議及隨後雙方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同意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
十五日由Bekaert委派廖駿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代表替任張忠先生（前執行董事）為
董事。廖先生並沒有任何正式委任書，訂明有關其委任為非執行董事的主要條款
及條件。因此，本公司偏離守則之守則條文D.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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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以及薪酬委員會的
成員陳重振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因病離世，本公司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
3.10(1)、3.10A、3.21及3.25條及守則之守則條文A.5.1條中的要求(i)董事會至少須有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ii)獨立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成員人數至少三分之一；(iii)

審核委員會至少須有三名成員，而其所有成員須為非執行董事；及 (iv)審核、薪酬
及提名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上市規則規定。隨着林耀堅先
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提名委員會成員及薪酬委
員會成員，由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起生效，董事會已符合上述上市規則及守則條
文中的要求。詳情可參考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公告。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董事會成員及本集團所有同事，特別是於此極其具競
爭及挑戰性的業務環境期間的忠誠及勤勉，以及持份者對本集團的持續忍耐及支
持。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以下涵義：

「二零零二計劃」 股東分別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七日及二零一二年五月
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採納及終止之購股
權計劃

「二零一二計劃」 股東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
會上採納並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起生效之購
股權計劃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守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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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首長寶佳」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及其股份於聯交所主版上市

「銅及黃銅材料」 銅及黃銅材料加工及貿易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幣」 港幣，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內部監控指引」 本公司自一九九九年採納並於隨後不時修訂之內部
管理及監控指引

「嘉興東方」 嘉興東方鋼簾線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
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
及台灣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首長寶佳企業管治守則」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企業管治守則（不時修訂）

「股份」 本公司之普通股

「股東」 股份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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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簾線」 製造子午線輪胎用鋼簾線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滕州東方」 滕州東方鋼簾線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
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美元」 美元，美國之法定貨幣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少峰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李少峰先生（董事長）、楊開宇先生（董事總經理）、梁順生先生（非執行董事）、張文
輝先生（非執行董事）、鄧國求先生（董事副總經理）、廖駿先生（非執行董事）、葉健
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羅裔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林耀堅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刊載於本公司之網址http://www.irasia.com/listco/hk/sccentury/及聯
交所之網址 http://www.hkexnews.hk。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
東及於上述網址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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