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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
*
 

LUNG KEE (BERMUDA)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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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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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2,213,126  2,279,124 

其他收入 3 31,495  54,931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2,000  8,000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53  (9,542) 

原材料及已用消耗品  (772,613)  (899,946) 

僱員福利開支  (555,669)  (577,15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99,892)  (226,367) 

其他開支  (438,626)  (457,857) 

銀行借款之利息  (5)  (1,565) 

     

除稅前溢利  279,869  169,626 

所得稅開支 4 (87,314)  (42,605) 

     

年度溢利  192,555  12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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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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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匯兌儲備 

  

(9,866)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99,118)  (125,527)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  (108,984)  (125,527) 

     

年內總全面收入  83,571  1,494 

     

年度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非控股股東權益 

  

191,731 

824 

  

125,632 

1,389 

     

  192,555  127,021 

     

年度總全面收入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非控股股東權益 

  

82,442 

1,129 

  

709 

785 

     

  83,571  1,494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6 30.35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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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79,500  177,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884,164  1,016,442 

 預付租賃款項 

 — 非即期部份 

    

72,495 

  

86,01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所支付之按金 

    

36,753 

  

52,217 

 遞延稅項資產    29,933  41,406 

       

    1,202,845  1,373,579 

       

流動資產       

 存貨  7  397,783  468,512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8  370,192  429,956 

 預付租賃款項 

 — 即期部份 

    

1,796 

  

2,139 

 銀行結存及現金    745,111  505,127 

       

    1,514,882  1,405,734 

非流動資產分類至持作銷售    15,665  ─ 

       

    1,530,547  1,405,734 

       

流動負債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9  366,482  328,259 

 應付稅項    14,309  7,883 

 應付股息    162  145 

 無抵押銀行借款 

 — 一年内屆滿 

    

─ 

  

1,879 

       

    380,953  338,166 

       

流動資產淨值    1,149,594  1,067,56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352,439  2,44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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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3,811  48,190 

 其他應付款項  9  106,507  96,488 

       

    130,318  144,678 

       

資產淨值    2,222,121  2,296,46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3,168  63,168 

儲備    2,143,590  2,219,06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206,758  2,282,235 

非控股股東權益    15,363  14,234 

       

總權益    2,222,121  2,29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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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訂及修訂本之應用 

 

本年度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之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香港會計準

則第 38 號之修訂本 

 澄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香港會計準

則第 41 號之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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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號之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期間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之年度改善部分 

 

於本年度應用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

狀況及╱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訂及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訂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及相關澄清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租賃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之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易之分類及計量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 4 號保險合約一併應用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 28 號之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聯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資產

銷售或投入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之修訂本  披露計劃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  確認未變現虧損的遞延稅項資產 4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將釐定之日期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會預期，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訂及修訂本對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

表概無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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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模架及相關產品之製造及銷售。收入指扣除退貨及貿易折扣後之年內

對外部客戶所售貨物發票值。 

 
 本集團只有一項營運分類，該分類按照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本公司董事會）呈報以供

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資料釐定，該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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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有關此分類的資料可以參考整份綜合財務報表。 
 
 本集團之分類收入及分類業績指分別載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收入及除稅後

溢利。 
 
 實體披露 

 

 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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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香港除外）  1,905,401  1,973,675 

香港  3,130  4,863 

其他  304,595  300,586 

     

  2,213,126  2,279,124 

 

 本集團之客源極為廣泛，覆蓋歐洲、美洲及亞洲。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年度，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收入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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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7,422  12,453 

租金收入，扣除約 513,000 港元 

 (二零一五年：473,000 港元)之直接支出 

  

5,495 

  

4,556 

雜項收入  2,790  3,38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與預付租賃款項之 

 收益 

 5,922  28,364 

撤銷註冊一間附屬公司之匯兌收益  9,866  ─ 

終止協議之賠償金  ─  6,175 

     

  31,495  54,931 

 

4.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抵免）包括：     

     

香港利得稅 

 — 本年度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不足 

  

934 

(30) 

  

447 

108 

     

  904  555 

     

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 

 — 本年度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由遞延稅項轉入 

  

76,588 

(1,326) 

23,650 

  

52,088 

(106) 

─ 

     

  98,912  51,982 

     

遞延稅項 

 — 本年度 

 — 轉至本年度所得稅 

  

11,148 

(23,650) 

  

(9,932) 

─ 

     

   (12,502)  (9,932) 

     

  87,314  42,605 

 
 香港利得稅於該兩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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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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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附屬公司之稅率於該兩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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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股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內已確認宣派之股息：     

 二零一六年中期股息 — 每股 7 港仙（二零

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中期股息每股 7 港仙） 

  

44,217 

  

44,217 

 二零一六年中期特別股息 — 每股 5 港仙（二

零一五年：無） 

  

31,584 

  

─ 

 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 — 每股 8 港仙（二零

一五年：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每股 7 港仙） 

  

50,534 

  

44,217 

 二零一五年末期特別股息 — 每股 5 港仙（二

零一五年：無） 

  

31,584 

  

─ 

     

  157,919  88,434 

 

 董事會已決定支付合共約 75,801,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 50,534,000 港元）之末期股

息每股 12 港仙（二零一五年： 8 港仙）及合共約 75,801,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 31,584,000

港元）之末期特別股息每股 12 港仙（二零一五年： 5 港仙）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

四日名列於股東名冊上之本公司股東。 

 

6.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以下之數據計算：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本年度之溢利 

  

191,731 

  

125,632 

     

股份數目：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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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份，故並無呈列兩個年度內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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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存貨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340,213  410,995 

在製品  37,111  39,032 

製成品  20,459  18,485 

     

  397,783  468,512 

 

 本集團年內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約 1,612,359,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1,825,074,000

港元）。 

 

8.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易應收款項  331,273  360,312 

應收票據  22,859  33,112 

減：呆壞賬撥備  (26,009)  (27,585) 

     

  328,123  365,839 

其他應收款項  1,684  6,083 

增值稅應收款項  ─  14,377 

按金及預付款  40,385  43,657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370,192  429,956 

 

 一般而言，本集團給予貿易客戶之信貸期限度由 30 日至 90 日。下列為於報告期間結

束時貿易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呈列以發票日期為基礎）。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261,530  265,990 

六十一至九十日  56,869  73,273 

九十日以上  9,724  26,576 

     

  328,123  36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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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易、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易應付款項  93,792  86,017 

應付票據  12,631  21,644 

預收客戶款項  33,918  42,651 

增值稅應付款項  15,235  ─ 

僱員經濟補償金撥備  158,200  144,456 

應付薪金及花紅  65,040  55,818 

按金及應付費用  32,919  33,701 

出售預付租賃款項與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已收按金 

  

33,348 

  

─ 

其他應付款項  27,906  40,460 

     

總額  472,989  424,747 

減：列載於流動負債下之一年內屆滿款項  (366,482)  (328,259) 

     

一年後屆滿款項  106,507  96,488 

 

 下列為於報告期間結束時貿易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呈列以發票日期為基

礎）。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83,420  71,096 

六十一至九十日  14,625  23,545 

九十日以上  8,378  13,020 

     

  106,423  10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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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專注模架及相關產品之製造及銷售業

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約 2,213,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

約 2,279,0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192,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約 126,0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為 30.35 港仙（二零一五年：19.89 港仙）。 

 

二零一六年度回顧期內，除了美國市場表現稍為向好外，外圍經濟環境未見有顯著復甦。

然而，由於集團業務的成本及生產效率不斷改善，因此產品的毛利率有所提升。另外，位

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廠房的表現與去年同期比較亦有所改善。加上因撤銷註冊一間中國附

屬公司時重新分類經調整之匯兌儲備的其他收入等因素支持下，相對於上一年度，集團純

利錄得大幅增長，並於年初發出了正面盈利預告。 
 
集團於回顧期內的加工業務表現理想。集團在持續改良中國國內廠房的生產技術及優化產

品質素的效應下，不單提升人均產值，亦提高了集團整體的競爭力。由於集團部份客戶人

手短缺，以致加工能力不足，而紛紛轉向集團訂購加工含量高之優質模具產品作為替補。

因此直接增添了集團的加工收入，有助提升產品的利潤率。 
 
集團在營運成本管控方面，亦有明顯成效。原材料價格及各項成本雖有波動，但集團成功

調控至合理水平。期內勞工成本雖不斷上漲，但仍在受控範圍內。加上集團以自動化的生

產設備取代低效能設備，並將部份非核心生產工序外判，均能有效降低營運成本，進一步

帶動產品毛利率上升。 
 
集團在中國浙江省杭州市的廠房，生產技術及運作漸趨成熟。同時，中國華東、華中及華

北等區的銷售業務亦穩步開展，客戶群正逐步增長，為集團帶來正面效益。整體業務表現，

與去年同期相比，有顯著改善。 
 
至於中國模具鋼材，在回顧期內正經歷調整期，國產中下價模具鋼材價格已由低位回復至

正常價格。尤幸集團調控採購及存倉量得宜，原材料成本平衡至合理範圍內。而進口模具

鋼材價格則相對穩定，變動輕微。 
 
相較去年同期，集團全年業績錄得可觀的増幅，整體業務表現理想及穩步發展。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約 745,000,000 港元及並無任何借款。 

 

銀行結存乃存放於香港及中國主要銀行作短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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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 4,600 名僱員，包括中國國內生產廠房

約 4,300 名員工及香港和其他國家約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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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 

 

環球營商環境仍存在很多不穩定因素。美國經濟發展雖有轉好，但新總統上任，對外政策

將收緊，保護主義抬頭。為促進國內就業，美國會以徵收關稅來打擊進口貿易，此舉使以

出口美國為主導的製造行業深受衝擊。另一方面，多個歐元區國家即將面臨大選，新政客

上任將有不同對外及對內政策上的轉變，加上英國亦將啟動脫歐程序等因素，都會為全球

政治經濟環境帶來變數。與此同時，地域性戰爭、中東恐怖襲擊威脅、難民問題等仍未解

決，全球營商環境將更難預測及更不明朗化。 
 
中國經濟環境尚算穩定及有回暖跡象，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仍然保持在 6.5%的增長

勢頭。中國政府推行「去產能」等政策來淘汰過剩產能及優化整體的經濟結構，均有利於

中國長遠經濟發展。中國汽配市場發展持續向好，集團預期結合新科技及環保概念的新款

汽車將相繼推出市場，此能刺激集團優質模具產品的需求，有助推廣集團中高檔次的深層

加工模具產品。隨著中國國民生活質素不斷提升，新產品及新款式的科技電子產品、智能

手機及智能家居用品等需求亦持續上升，均能為集團帶來新機遇，並促進集團模具產品的

銷售增長。與此同時，新一代父母的觀念有所轉變，認識到傳統玩具對教育子女的重要性，

加上中國取消一孩政策及鼓勵生育，有助玩具行業從低谷回升。集團會加強營銷團隊及直

銷渠道，積極開發市場及針對不同行業的特性而制定營銷策略，以期為集團創造更大收益。 
 
為配合長遠的發展目標，集團將與時俱進，推出改善措施，持續提升中國廣東省河源市廠

房及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廠房的生產技術及產品質素，藉此壯大集團的生產規模及加工能

力，以滿足中國內銷市場及海外市場的需求。由於中國勞工成本升幅開始放緩，勞工流動

性亦減慢，勞工供應因而趨向穩定，集團會加強員工技術培訓以改善產品質量，進而提升

集團的競爭優勢。 
 
集團預期利率會上揚，由於集團現金流向正常及並無任何借貸，因此利率波動對集團營運

影響相對較微。另外，人民幣匯價趨向穩定及在可預測範圍波動，不但減輕了集團的匯兌

風險，更便於集團制定長遠經營策略。集團會繼續推動有效的成本監控措施，以降低營運

成本及風險，確保集團營運健全和提升效益。 
  
由於中國政府採取一連串措施淘汰低效能生產已見成效，集團預期國產模具鋼材價格將會

回升，集團會密切注視市場走勢，審慎調控存貨水平，使原材料的成本掌控在合理範圍之

內。而進口模具鋼材價格，則預期繼續保持穩定，在窄幅中波動。 
 
集團會抱持審慎及務實的態度，面對未來各項挑戰和商機，並持續改善經營策略，以期為

集團創造更高價值和為股東帶來穩定的回報。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協同管理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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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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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措施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綜合財務報表。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初步業績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

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有關附註之數字，乃經本集團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同意，等同本集團該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數額。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德勤‧關

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之工作並不構成保證應聘服務，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並不會就初步業績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末期股息及末期特別股息 
 

董事會議決，於將在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建

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12 港仙（二零一五年： 8

港仙）及末期特別股息每股 12 港仙（二零一五年： 5 港仙）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四

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建議之末期股息及末期特別股

息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或該日前後分派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至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股票連同已填

妥之過戶表格（附於股票背頁或另行填寫）或標準過戶表格，最遲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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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下午五時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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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 

 

本公司同時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包括首尾兩天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獲派建議末期股息及末期特別股息之資格，所

有股票連同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附於股票背頁或另行填寫）或標準過戶表格，最遲須於二

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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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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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派建議末期股息及末期特別股息。 

 

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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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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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鐵龍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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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龍城先生、丁宗浩先生、邵旭桐
先生及邵宇衡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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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