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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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大同機械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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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連同二零
一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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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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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240,528 1,230,862

銷售成本  (1,037,791) (1,018,655)
   

毛利  202,737 212,207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4,271 15,700

分銷成本  (72,744) (75,220)

行政費用  (135,693) (142,620)

呆壞帳減值撥備淨額  (188) –
   

經營溢利  8,383 10,067

財務費用  (11,042) (10,376)

投資收入  6,660 3,814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盈利  2,587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06 (639)
   

除稅前溢利 4 6,894 2,866

稅項 5 (5,684) (5,433)
   

本期溢利（虧損）  1,210 (2,567)
    

應佔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8,977) (16,614)

 －非控股權益  10,187 14,047
   

  1,210 (2,567)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6

 －基本  (1.25港仙) (2.32港仙)
    

擬派中期股息：無（二零一四年：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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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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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溢利（虧損）  1,210 (2,567)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支出），扣除稅項：

已重新分類或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  127 79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30 (325)

換算海外業務報表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970 (9,603)

從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時釋放之匯兌儲備  1,143 –
   

  2,270 (9,849)
   

本期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3,480 (12,416)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985) (25,861)

 －非控股權益  10,465 13,445
   

本期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3,480 (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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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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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66,597 788,844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53,707 54,501
 商譽  53,483 53,483
 無形資產  11,295 11,987
 聯營公司權益  40,892 41,17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733 606
 應收融資租賃款 7 11,864 14,103
 遞延稅項資產  39,309 39,608
   

  977,880 1,004,306
   

流動資產
 存貨  634,047 656,310
 應收融資租賃款 7 41,019 22,39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796,359 743,337
 其他金融資產  46,254 174,810
 本期可收回稅項  1,512 2,120
 現金及銀行結餘 9 552,843 510,270
   

  2,072,034 2,109,24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823,693 843,882
 結欠聯營公司款項  – 481
 銀行借款－少於一年期  447,895 478,112
 融資租賃借款  7,082 8,752
 遞延應付代價  6,344 4,811
 本期應付稅項  3,904 6,738
   

  1,288,918 1,342,776
   

淨流動資產  783,116 766,46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60,996 1,77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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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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超過一年期  50,250 55,275

 融資租賃借款  5,447 8,180

 遞延稅項負債  26,024 26,630

 遞延應付代價  1,533 3,066
   

  83,254 93,151
   

淨資產  1,677,742 1,677,622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532,903 532,903

 儲備  902,912 909,897
   

  1,435,815 1,442,800

非控股權益  241,927 234,822
   

權益總值  1,677,742 1,67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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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證券上市規則附
錄16所適用之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中期財務報告」而
編製。本中期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報一致，惟在本集團採納對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
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及詮釋（合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而令若干會
計政策改變除外。本集團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詳見下文附註
2。

2. 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於二零一五年，本集團採納下列與其業務相關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設定福利計劃：僱員貢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2010-2012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2011-2013週期

本集團採納此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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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其提供的業務及地區性質來管理其業務。為使分部資料之呈報方式與提供予集團高
級管理層供其評估分部之表現及分配資源內部報告更一致，本集團根據產品基準，已識別以
下四項呈報分類。

(1)  工業消耗品貿易；

(2)  注塑製品及加工生產；

(3)  機械生產；及

(4) 線路板生產及貿易。

在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部間資源時，集團的高級行政管理層根據以下基準監控可歸屬每一可
匯報分類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工業 注塑製品
 消耗品 及加工 機械 線路板 其他營運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87,066 229,980 390,321 423,645 9,516 – 1,240,528
內部分部銷售 9,033 126 1,023 – 2,745 (12,927) –
       

總收入 196,099 230,106 391,344 423,645 12,261 (12,927) 1,240,528
       

內部分部銷售按市場
 優惠價格計算

業績
分部業績 7,097 (5,576) (4,551) 22,068 1,287 212 20,537
      

未分配公司費用       (12,154)
       

經營溢利       8,383
財務費用       (11,042)
投資收入淨額       6,660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盈利       2,58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06    306
       

除稅前溢利       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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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 注塑製品
 消耗品 及加工 機械 線路板 其他營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273,362 363,843 1,159,672 574,849 161,067 2,532,793
聯營公司權益      40,89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733
未分配公司資產      475,496
       

綜合資產總值      3,049,914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工業 注塑製品
 消耗品 及加工 機械 線路板 其他營運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11,821 175,528 409,378 429,025 5,110 – 1,230,862

內部分部銷售 6,686 143 850 – 2,824 (10,503) –
       

總收入 218,507 175,671 410,228 429,025 7,934 (10,503) 1,230,862
       

內部分部銷售按市場
 優惠價格計算

業績
分部業績 13,794 (10,615) (12,569) 35,634 (632) 195 25,807
      

未分配公司費用       (15,740)
       

經營溢利       10,067

財務費用       (10,376)

投資收入淨額       3,81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06) (233)    (639)
       

除稅前溢利       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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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 注塑製品
 消耗品 及加工 機械 線路板 其他營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261,443 389,015 1,164,251 572,531 198,342 2,585,582

聯營公司權益      41,17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606

未分配公司資產      486,187
       

綜合資產總值      3,113,549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銷售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53,885 133,842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 676,549 706,986

其他亞太國家 167,708 194,945

北美洲 4,365 8,157

歐洲 38,021 186,932
  

 1,240,528 1,230,862
  

4.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及計入下列各項：

扣除：
折舊及攤銷：
 – 自置資產 39,406 37,816

 – 財務租賃資產 1,421 2,363

 –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自用租賃土地 1,252 306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808 807

 – 無形資產 692 692

經營租賃付款 – 土地及樓宇 11,461 14,463
  

並已計入：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4,620 458

租金收入（已扣除直接開支） 114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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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100 200

海外稅項 5,584 5,233
  

 5,684 5,433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零一四年：16.5%）計算。

於其他司法權區所產生稅項乃按有關該司法權區現行之稅率計算。

6. 每股虧損
本期每股普通股基本虧損乃按本期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加權
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以加權平均數計算本期已發行股份 716,930,692 716,930,69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應佔虧損 (8,977,000港元) (16,614,000港元)

每股基本虧損 (1.25港仙) (2.32港仙)
  

由於本公司期內並無任何潛在已發行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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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融資租賃借款
 最低租賃收入 最低租賃收入之現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融資租賃金額：
 一年內 46,231 25,321 41,019 22,396

 第二至五年 14,867 15,050 11,864 14,103
    

 61,098 40,371 52,883 36,499

減：未實現財務收益 8,215 3,872 不適用 不適用
    

最低租賃收入之現有價值 52,883 36,499 52,883 36,499
  

減：列入流動資產而須一年內
   應收融資租賃之款項   41,019 22,396
    

非流動應收融資租賃   11,864 14,103
    

本集團已將有關廠房及設備與客戶以融資租賃安排出售給他們。融資租賃方面租約簽訂期限
為一年到三年。

所有租約都在依據一個固定的還款基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一個需要被記
錄與安排融資租賃或或然租賃安排的任何未擔保餘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應收融資租賃款餘額被固定在廠房和設備租賃。在承租人沒有違約下，本集團不得出售或重
新抵押該抵押品。

固有的租賃利率固定在為整個租賃期合同期內。實際年利率從11.40%至18.6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融資租賃款沒有未逾期或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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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平均帳期為90天至120天。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已包括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約668,61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639,660,000港元），其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個月 451,352 419,857

四至六個月 88,227 95,064

七至九個月 40,163 35,325

超過九個月 88,874 89,414
  

 668,616 639,660
  

9. 現金及銀行結餘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抵押存款 262,501 157,394

現金及現金等值 290,342 352,876
  

 552,843 510,270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已包括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約593,78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559,084,000港元），其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個月 443,087 424,651

四至六個月 83,658 84,178

七至九個月 40,615 31,839

超過九個月 26,429 18,416
  

 593,789 55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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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普通股股份數目 價值
  千港元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716,930,692 532,903
  

普通股的持有人有權獲取不定時宣佈之股息和每位成員在公司股東大會內應有每股一票投票
表決權。所有普通股享有同等關於本公司的剩餘資產。

本年度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既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12. 資本承擔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支出：
 已授權但未簽約 – –

 已簽約但未作出撥備 9,716 5,933
  

 9,716 5,933
  

13. 財務擔保及或然負債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為取得財務機構信貸額而給予第三方之擔保 – –
  

14. 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將下列以帳面值計算的資產作抵押，以取得一般銀行貸款：

 帳面淨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樓宇 109,332 110,800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自用租賃土地 63,424 64,40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8,685 8,852

廠房及機器 29,216 30,196

其他金融資產 – 67,463
銀行存款 262,501 157,394
  

 473,158 43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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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與展望

業務回顧

回顧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綜合營業額錄得約為 1,240,528,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約
1,230,862,000港元相若。綜合經營溢利約為8,38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10,067,000

港元下降17%。稅後溢利約為1,21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的稅後虧損約為2,567,000

港元。股東應佔虧損約8,97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16,614,000港元下降約 46%。

上半年全球經濟環境持續複雜，從國際形勢來看，世界經濟整體復蘇仍然緩慢。從
各個經濟體而言，美國經濟已逐漸擺脫低迷狀況，歐元區經濟動力增強，日本經濟
有了改善，但仍然疲弱。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上半年增長儘管符合預期，惟中國採購
經理人指數上半年一直在臨界值徘徊，表示中國製造業狀況擴張動力不足。雖然
中國於上半年度推行了降低利率和存款準備金措施，惟內地中小企業融資仍然困
難，因而阻礙了添置工業機械和生產設備的融資活動，削弱了企業的投資意欲。於
上半年度，本集團的整體表現仍然受市況拖累。儘管面對不利的經營環境，本期錄
得綜合營業額與去年同期相若，而本期股東應佔虧損同比去年大幅下降，可見集
團管理層及各業務團隊所推行的開源節流措施獲得初步成效。

製造業務

機械

於期內，機械業務整體營業額錄得約390,321,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約 5%，
佔集團綜合營業額約32%。期內錄得經營虧損約4,551,000 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
降64%。

於回顧期內，中國經濟雖然錄得增長，惟中小企業持續融資困難，令內地廠家對添
置機械和設備持保守態度。外國經濟發展情況各異，但是整體復蘇動力仍然不足，
未能激發外國廠家對機械和設備更新和增添的需求。即使面對如此不利的營商環



15

境，本期經營虧損比去年同期取得大幅度收窄，實有賴於本業務團隊的努力而取
得成效。

注塑機方面，內地製造業市場需求仍然疲弱，加上同業競爭份外激烈，注塑機內銷
因而受到影響。出口業務雖然面對多個國家貨幣貶值的不利因素影響，惟通過有效
的推廣活動，出口銷售有所增加。由於日元匯率下滑，國產全電動注塑機受到日本
注塑機的價格衝擊，導致本業務的標準機毛利率稍為下降。於上半年度內，本業務
致力推廣性價比更強的行業專用機。產品優化方面，已成功提升及優化中大型兩板
機功能，提升了生產效率及加強穩定性，本業務團隊對此機型的競爭力較為樂觀。

油壓機方面，客戶對油壓機的性能及功能要求不斷提高，如節能、環保、高效、
精準及自動化配套等。為配合市場需要，油壓機部門以 「研發創新」為長遠發展方
向。市場環境及生產模式改變，增加對自動化的需求，因此，工程及生產人員亦加
強投入於產品設計及研發，務求提升產品競爭力。

數控沖床方面，ESD數控沖床系列已提高了生產效能和節能效益，品質亦相當穩
定，此系列已成為主力銷售產品。為適應市場對降減用工成本和提高效率的要求，
本業務已開發自動化操作設備，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

橡膠注射機和擠出機方面，於上半年橡膠注射機的銷售情況理想，各機型需求平
均。因受惠於特殊專機及舊客戶的大訂單，令銷售有所提升。橡膠注射機的銷售對
象，主要為優質的電力行業及汽車配件行業客戶。另外，擠出機產品於上半年的銷
售平穩，雙管擠出機銷售較好，客戶主要是基建管材行業及汽車配件行業。綜合而
言，橡膠注射機和擠出機於上半年度營運良好，主要是通過提升研發能力，並成功
進入高端及專業化市場，從而得到客戶的肯定，因此有利於日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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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製品及加工

於期內，本業務的綜合營業額約229,98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約31%，佔
集團綜合營業額約19%。經營虧損約5,576,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約47%。

東莞家電、影音製品及塑膠件加工業務，因影音製品市場嚴重收縮，期內營業額比
去年同期減少。惟實行了一系列節流措施後，虧損比去年同期已顯著減少。由於銷
售不足，於期內本業務進行了銷售狀況檢討，並製定了轉型計畫，積極開拓非影音
產品業務，藉此增加銷售與利潤。

光學產品業務，於期內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並錄得虧損。本業務於期內
已進行重組，營運模式逐步轉型為光學產品設計、開發和貿易。本業務的生產活
動亦轉至本集團位於東莞的塑膠件加工廠代為生產。由於生產部的遷移及重新設
置，因而部份訂單延遲交貨，影響銷售。產品方面，於期內本業務與美國大型眼鏡
店共同開發的項目包括智慧手機老花鏡、輕便型帶燈老花鏡、充電式摺合型放大
鏡及充電式手柄型放大鏡，藉此擴闊客戶基礎，增加銷售及利潤。

合肥生產基地於期內的營業額和盈利表現均取得合理成績。本業務於期內積極推
行四項優化方針，包括： 管理資訊化、技術標準化、生產自動化及產品優質化，以
提升全年整體效率為目標，並堅持投入更新和改進活動，減少浪費，保證產品質
素，提高效率。另外，為提升人力資源質素，已引進專業人才，建立目標完成及績
效考核機制，使本業務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持續和穩定的發展。積極創
新培訓形式，切實提高員工技術水準和工作效率。同時，進行企業文化建設，充分
利用網站、手機程式等公共資訊傳播平台傳送企業文化訊息，加強與員工的聯繫。



17

珠海專業食品包裝及餐具業務，於期內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有輕微下降，盈利與
去年同期相比則跌幅較大。本業務首季銷售較為疲弱，而次季則稍為轉強。注塑產
品仍然以奶粉和冰淇淋包裝產品為主，奶粉摺蓋仍然是本業務的亮點項目。於期
內本業務獲得大品牌奶粉製造商選為最佳品質及按時交付包裝材料的供應商。為
推行自動化生產和減少對勞工的依賴，已於期內新增了各種自動化生產設備，提
升生產力，減低了產品受污染機會。

印刷線路板

於期內，本業務的綜合營業額約423,645,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若，佔集團綜合營
業額約34%。經營溢利約22,068,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約38 %。

於上半年度內，全球經濟環境變化各異，行內同業競爭更趨激烈，為了減少這些不
利因素對銷售帶來的沖擊，根據年度的經營計劃，本業務的銷售團隊除了聚焦於
維持日本市場份額之外，並重點拓寬歐洲汽車產品市場。另外，亦加快內地市場客
戶的開發。經過調整銷售策略後，雖然電子產品客戶方面的訂單有所減少，惟在汽
車產品領域方面有了突破，為本業務於上半年度有效地完成銷售目標起了決定性
的作用。隨著訂單結構的調整及客戶對產品質量要求提升，加上勞動成本亦不斷
增加，造成了生產運作成本上升壓力。為達到降低勞動成本及滿足客戶對高端產
品的質量要求，在質量檢測設備及生產線自動化上已進行了重點投入和改善。並
且通過培訓加強了管理技術人員的創新和開發能力，提高生產效率及產品質量，
增加客戶的信心。為保持與客戶緊密關係，與客戶開發新產品的前期時，亦積極參
與其活動，在提供專業技術服務之餘，亦能夠配合客戶相關業務的開展，因此贏得
了客戶的認同，有效地提高了新產品開發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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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板貿易業務方面，於上半年度內，因受到中國勞工成本增加及匯率波動的影
響，日本客戶將其部分產品轉移至東南亞地區或回流日本本土生產。為了減少客
戶訂單的轉移對本業務造成的影響，年初銷售團隊進行了全新的銷售及市場推廣
策略，成功地開發了多家新客戶，預期日後的營業額將有望提高，為本業務持續健
康發展提供保障。

貿易業務

於期內，本業務的綜合營業額約187,066,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約12%，佔
集團綜合營業額約15%。經營溢利約7,097,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約49%。

回顧期內，中國總體經營環境持續低迷，外幣匯率大幅下滑導致內地製品競爭力
下降，本業務的重點客戶所經營的行業均呈現不景氣，當中包括電梯、半導體、汽
車、家庭電器、通訊設備及煤礦機械等。縱使本業務開拓了新的客戶及產品，彌補
了部份下滑的業績，但整體營業額及盈利均比預期遜色。雖然機械手行業客戶錄
得銷售升幅，但受制於關鍵零部件的缺乏及生產成本高，增長未如理想。新合金材
料的推廣漸見成效，需加大推廣力度，冀能發展成新業務增長點。面對惡劣的經濟
環境，本業務仍然維持穩健財務實力，以應付將來新業務的需要。

展望

製造業務

機械

預期下半年業務將會面對頗大挑戰，製造業狀況仍然疲弱，未能推動機械設備的
需求，加上同行競爭激烈，導致經營環境持續困難。雖然面對不利的環境，本業務
團隊會繼續秉持「穩定根本，擴展實力。」的指導戰略，對市場和環境的變化作適時
的策略調整。此外，為降低生產成本及提升產品質素，全方位的供應鏈成本和質量
監控，以及各種優化機械產品的工程，亦會緊密進行。以客戶真正需要為方向，重
點關注創新技術和品質檢查，以滿足客戶對高端機械產品的要求。研發策略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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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環保節能，高效精準。」為依歸。另外，於期內進行的開源節流和優化創新的舉
措，已逐漸取得成效，預期該成效將會陸續呈現。

注塑製品及加工

東莞家電、影音製品及塑膠件加工業務，由於內地製造業市場持續不穩定，以及影
音行業主要品牌正值併購重組期，本業務正努力爭取轉型為小家電注塑及組裝產
品代工，並為本集團的光學產品業務提供產品開發及代工生產活動。

光學產品業務，預期由東莞塑膠件加工廠代工的生產將會逐步理順，使生產和銷
售回復正常。產品方面，計劃與美國大型眼鏡店共同開發衣扣式老花鏡及智能手
機外置鏡頭。另外，將重新設計和整理產品目錄、宣傳單張及公司網頁，務求令客
戶獲得更詳盡產品資料及資訊更新。

合肥生產基地，因家庭電器產業已由快速發展期進入成熟及飽和期，導致同業競
爭非常激烈，造成訂單減少、價格下降和利潤降減等情況。面對營商環境的轉變，
本業務團隊將致力於監控生產成本、完善產品質素、優化管理架構及持續推行精
益生產。銷售團隊會聚焦於穩住舊客戶及鞏固現存業務，發展新客戶。為優化人力
資源質素，已計劃引進及培養適當人才，範疇包括技術、裝配、工程、材料和自動
化方面的人才。為優化倉庫管理質素，將改善物流狀況，令物料及倉存的流動更加
暢順。生產工序亦會進行調整和優化，生產裝配前移，提高人均生產效率。新廠房
建設已完工，緩解了場地壓力，有助推行精益化生產。

珠海專業食品包裝及餐具業務，預期食品包裝市場整體規模將會持續增長，形式
多樣化，於此情況下，吸引新的競爭對手加入，使同業競爭日趨激烈。同時，食品
安全及品質要求亦不斷提升，推高生產技術要求，因而需要投入新的資源，造成生
產成本上升的壓力。銷售方面，預期國內奶粉市場今後幾年有雙位數增長，因此本
業務將繼續專注於品牌奶粉企業，加強對現有大客戶的滲透程度及開發新目標客



20

戶。預期冰淇淋未來的市場需求會有所增長，有利於模內貼業務發展。銷售團隊將
積極加大對冷飲市場標桿企業的開發力度，強化內地品牌糖棒市場，同時加強保
健品及口服液擠出產品的市場開發力度。

印刷線路板

印刷線路板業務，預期於下半年度內，將陸續開發高階高密度互連線路板及多層
數互連線路板，這些產品將推廣給目標客戶，務求運用現有產能及資源，取得銷售
突破。另外，已計劃於本年第四季對生產流程上的瓶頸工序進行全面性檢討及改
善，務求提高整體生產效率。本業務團隊未來將繼續根據市場變化，適時調整銷售
策略，增強抵禦市場風險能力。

線路板貿易業務，由於主要日本客戶的生產基地轉移，本業務於下半年度將重點
評估主要日本客戶的狀況，考慮設立新營業據點，以配合經營變化。

貿易業務

貿易業務方面，展望下半年歐美經濟仍充滿挑戰，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雖然外
圍經濟浮沉不定，中國製造業汰弱留強的壓力頗大，但本業務團隊深信，只要堅持
把握國家發展規劃，聚焦於節能減排及工業轉型升級的契機，配合國家高新科技
發展方向，積極拓展新行業和增強相關產品線，本業務團隊有信心於下半年度內
業績會比上半年較好，並為將來發展打下良好基礎。

總結

展望二零一五年下半年，預期全球經濟發展動力仍然不足。在本年六月至七月期
間中國股票大幅下跌，加上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頗大，製造業市場需求疲弱，使中國
製造業生產增速放緩，加上內地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將仍然存在，因此對下半年實
體經濟所造成的影響仍然是未知之數。本集團管理層認為下半年整體營商環境嚴
峻和充滿挑戰。雖然面對困難的營商環境，本集團仍然會繼續集中資源強化核心
業務、精簡業務架構、開拓有前景的新業務、切實維持財務穩健，以積極、務實和
審慎的態度，不屈不撓的精神，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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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
無）。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本約為為1,435,815,000港元，而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442,800,000港元。

本集團是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加上香港及中國往來銀行備用額作為營運資金。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負債比率約為0.45（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0.46），而流動資產比率約為1.61（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7），該等
比率保持良好水平。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銀行結餘及定期存款約為
290,342,000港元，財務狀況保持穩健。

財務擔保及或然負債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為取得財務機構信貸額而給予第三方之擔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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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將下列以帳面值計算的資產作抵押，以取得一般銀行貸款：

 帳面淨值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樓宇 109,332 110,800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自用租賃土地 63,424 64,40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8,685 8,852

廠房及機器 29,216 30,196

其他金融資產 – 67,463

銀行存款 262,501 157,394
  

 473,158 439,105
  

外幣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人民幣或美元為單位。本集團之財
務政策為在對本集團之財務影響重大時管理外匯風險。於期內，本集團並無定息借
貸。如有需要，匯率波動所產生之外匯風險將由集團利用遠期外匯合約加以調控。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成悅貨倉有限公司與兩所由獨
立第三方人仕持有的公司訂立了兩份買賣協議，出售兩所位於香港九龍元州街265-

271號昌發工廠大廈1C室和2C室的物業，其代價分別是20,500,000港元及21,500,000

港元。交易完成日期是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或之前。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並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
會計準則、法例規定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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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本公司董事會主席組成。薪酬委員
會之職責包括檢討及評估執行董事與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方案，並不時就薪酬方
案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之提名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組成。
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根據技能、知識及經驗向董事會提出董事之委任、或重
新委任的建議，並且就本公司的發展策略，至少每年檢討董事會的結構、規模及多
元化（當中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

執行董事委員會

執行董事委員會負責本集團管理及日常運作，於有需要時經常會面。本委員會現
在由三名執行董事組成。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約共4,657名（二零一四年：約共5,000

名）。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按市場趨勢及僱員表現而釐定，福利包括保險及退休等
計劃。

董事之酬金乃由薪酬委員會經考慮本公司之經營業績及比較市場統計資料後釐定。

本公司有關非執行董事的酬金政策為確保彼等為本公司付出的精神及時間可獲得
充分補償，而僱員（包括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政策則旨在確保所提供
薪酬與職責相符並符合市場慣例。訂立薪酬政策旨在確保薪金水平具競爭力並能
有效地吸引、留聘及激勵僱員。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士以及行政人員均不得參與
釐定本身的薪酬。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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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認為，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原則，並加以遵守其中大部分守則條文，惟
下文闡述之守則條文第A.6.7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均須出席發行人的股東
大會，以對股東之意見有公正之了解。部份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因其他
公務未能出席本公司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的股東週年大會。然而，董事會認
為，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出席了上述股東會，已能讓董事會公正地了解股東之意見。

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
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根據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之查詢，全體董
事確認，彼等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cosmel.com)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
站(www.hkexnews.hk)。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登載於本公司網站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並同時寄交本公司股東。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鄧燾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其中鄧燾先生、黃耀明先生
及鄧愚先生三位為執行董事；簡衛華先生及瞿金平先生兩位為非執行董事；而 
楊淑芬女士、鄭達賢先生、何偉森先生及黃志煒先生四位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