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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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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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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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2,510,389  2,213,12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3 24,981  31,495 
非流動資產分類至持作出售之出售收益 4 67,149  ─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10,500  2,000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15,661  53 

原材料及已用消耗品  (1,019,045)  (772,613) 

僱員福利開支  (549,419)  (555,66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78,853)  (199,892) 

其他開支  (496,714)  (438,626) 

銀行借款之利息  ─  (5) 

     

除稅前溢利  384,649  279,869 

所得稅開支 5 (107,732)  (87,314) 

     

年度溢利  276,917  19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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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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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34  (99,118)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136,134  (108,984) 

     

年內總全面收入  413,051  83,571 

     

年度溢利（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非控股權益 

  

278,276 

(1,359) 

  

191,731 

824 

     

  276,917  192,555 

     

年度總全面收入（開支）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非控股權益 

  

413,336 

(285) 

  

82,442 

1,129 

     

  413,051  83,571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7 44.05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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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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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0  179,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861,407  884,164 

 預付租賃款項 

 — 非即期部份 

  
 

  

76,290 

  

72,49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所支付之按金 

    

54,957 

  

36,753 

 遞延稅項資產    21,628  29,933 

       

    1,204,282  1,202,845 

       

流動資產       

 存貨    8  529,737  397,783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9  441,939  370,192 

 預付租賃款項 

 — 即期部份 

      

1,938 

  

1,796 

 銀行結存及現金    673,912  745,111 

       

    1,647,526  1,514,882 

非流動資產分類至持作出售    4  ─  15,665 

       

    1,647,526  1,530,547 

       

流動負債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356,444  366,482 

 應付稅項    17,260  14,309 

 應付股息    192  162 

       

    373,896  380,953 

       

流動資產淨值    1,273,630  1,149,59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477,912  2,35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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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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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2  23,811 

 其他應付款項    10  109,653  106,507 

       

    135,755  130,318 

       

資產淨值    2,342,157  2,222,12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3,168  63,168 

儲備    2,278,989  2,143,5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342,157  2,206,758 

非控股權益    ─  15,363 

       

總權益    2,342,157  2,2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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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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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首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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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之修訂本  披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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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本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善之一部分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 

 

除下述外，於本年度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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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之修訂本披露計劃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此等修訂本。有關修訂本要求實體提供披露，以讓財務報

表使用者評估融資活動引致的負債變動，包括現金及非現金變動。此外，如財務資產

之現金流量或未來現金流量已或將納入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中，有關修訂本亦要求對

財務資產的變動作出披露。 

 

具體而言，有關修訂本要求對以下事項作出披露：(i)融資現金流量變動；(ii)取得或失

去對附屬公司或其他業務的控制權引致的變動；(iii)匯率變動的影響；(iv)公平值的變

動；及(v)其他變動。 

 

此等項目的年初及年末結餘間的對賬已載列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本集團並無披露

過往年度的比較資料，此做法與修訂本的過渡性安排一致。除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

額外披露外，應用此等修訂本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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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租賃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  保險合約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2 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3 號 

 所得稅處理方式不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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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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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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號之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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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號之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之修訂本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善之一部分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1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之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善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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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除下述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於可見將來，應用所有其他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的新訂及修訂本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引入財務資產、財務負債、一般對沖會計法之分類及計量的

新規定及對財務資產的減值規定。 

 

與本集團有關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主要規定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規定範圍內之所有已確認財務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

平值計量。具體而言，倘於業務模式內持有之債務投資，乃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

為目的，及擁有純粹為支付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利息之合約現金流量，一般於其

後會計期末按攤銷成本計量。倘於業務模式內持有之債務工具，其目的乃以收取

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財務資產達至，同時有合約條款令於特定日期產生之現金流

量純粹為支付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之利息，一般以透過其他全面收入按公平值列

賬之方式計量。所有其他財務資產於其後會計期按公平值計量。此外，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實體可作出不可撤回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股本投資（並

非持作買賣）之其後公平值變動，而一般僅於損益內確認股息收入； 

 

• 就財務資產之減值而言，與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項下按已產生信貸損失模式計算

相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規定按預期信貸損失模式計算。預期信貸損失模

式規定實體於各報告日期將預期信貸損失及該等預期信貸損失之變動入賬，以反

映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之變動。換言之，毋須再待發生信貸事件方確認信貸

損失。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金融工具及風險管理政策，本公司董事預

期於初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時，將出現以下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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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值 
 

一般而言，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的預期信貸損失模式時，將

導致須對與按攤銷成本列賬的本集團財務資產有關的信貸損失作出較早的撥備，而其

他項目則於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時須作出減值撥備。 

 

根據本公司董事作出的評估，如本集團應用預期信貸損失模式，概無對本集團於二零

一八年一月一日須予確認的減值虧損合計金額（與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下所確認的

合計金額比較）有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已予頒佈，以為實體建立一個單一全面的模式，以供將來自

客戶合約之收入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於生效後，將取代現行的收入確認指

引，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 11 號建造合約及相關的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之核心原則為實體應確認收入，以描述向客戶轉讓所承諾之

貨品或服務之金額，而有關金額反映實體預期於交換該等貨品或服務中有權獲得之代

價。具體而言，該標準引入一項五步法以確認收入： 

 

• 第一步：識別客戶合約 

• 第二步：識別合約中之履約責任 

• 第三步：釐定交易價格 

• 第四步：分配交易價格至合約中之履約責任 

• 第五步：當（或於）實體履行履約責任時確認收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當（或於）實體履行履約責任時，即：當特定履約責

任相關的貨品或服務之「控制權」已轉讓予客戶時，即確認收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 號已加入更為規範的指引，以處理特殊情況。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要求作出更為全面的披露。 

 

於二零一六年，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之澄清，內容有關於

識別履約責任、委託人與代理的考量，以及許可證申請的指引。 

 

本公司董事預期，日後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時，可能導致需作出更多披露。

然而，本公司董事並不預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將對於相關報告期確認的

收入時間及金額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為識別出租人及承租人的租賃安排及會計處理引入一個綜

合模式。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於生效時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租賃及相關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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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根據所識別資產是否由客戶控制來區分租賃及服務合約。除

短期租賃及低值資產租賃外，經營租賃及融資租賃的差異自承租人會計處理中移除，

並由承租人須就所有租賃確認使用權利資產及相應負債的模式替代。 

 

使用權利資產初步按成本計量，其後按成本（有若干例外情況）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

損計量，並就租賃負債的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租賃負債初步按未付租賃款項當日

有關租賃款項的現值計量。其後，租賃負債就（其中包括）利息、租賃款項及租約修

訂的影響作出調整。就現金流量分類而言，本集團現時將預付租賃款項呈列為與自用

租賃土地及分類為投資物業的租賃土地有關的投資現金流量，而其他經營租賃款項則

呈列為經營現金流量。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時，有關租賃負債的租賃款項

將分為本金及利息部分，並會呈列為本集團的融資現金流量。 

 

與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不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大致保留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的出租人會計處理方法的規定，及繼續規定出租人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

賃。 

 

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要求作出更詳盡的披露。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擁有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 22,532,000 港元（於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披露）。初步評估顯示，此等安排將符合租賃的定義。於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時，本集團將確認使用權利資產，以及與所有此等租賃有關的相應

負債除非有關項目符合低值或短期租賃的資格。 

 

此外，本集團目前將已支付的可退還租賃按金 2,035,000 港元及已收取的可退還租賃按

金 1,008,000 港元，視為香港會計準則第 17 號適用的租賃下的權利及義務。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下租賃款項的定義，有關按金並非與相關資產使用權有關的款

項，因此，該等按金的賬面值可能會調整為攤銷成本，有關調整被視為額外租賃款項。

對已支付的可退還租賃按金作出的調整將計入使用權利資產的賬面值中，而對已收取

的可退還租賃按金作出的調整則被視為預付租賃款項。 

 

此外，應用新規定可能導致計量、呈列及披露會出現如上所述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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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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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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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披露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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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香港除外）  2,186,355  1,905,401 

香港  3,640  3,130 

其他  320,394  304,595 

    

  2,510,389  2,213,126 

 

 本集團之客源極為廣泛，覆蓋歐洲、美洲及亞洲。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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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7,759  7,422 

租金收入，扣除約 542,000 港元 

 (二零一六年：513,000 港元)之直接支出 

  

2,927 

  

5,495 

雜項收入  2,088  2,790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轉回  5,25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657  5,922 

滙兌收益淨額  2,294  ─ 

撤銷註冊一間附屬公司之匯兌收益  ─  9,866 

     

  24,981  31,495 

 

4. 非流動資產分類至持作出售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四日，上海龍記金屬製品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與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合同，有關出售位於中國上海的土地之土地使用權及相關資

產，代價為人民幣 90,000,000 元（約為 100,044,000 港元）（「出售事項」）。就出售事項

收取的按金 33,348,000 港元已計入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貿易、票據及其他

應付款項。由於土地業權已於本期內轉讓，有關之非流動資產已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終

止確認。結果，所得稅前確認出售收益約為人民幣 59,561,000 元（約為 67,149,000 港元）。

所得稅後收益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約為人民幣 49,703,000 元（約為 56,035,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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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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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60) 

  

934 

(30) 

     

  236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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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58 

(40) 

11,116 

  

76,588 

(1,326) 

23,650 

     

  96,934  98,912 

     

遞延稅項 

 — 本年度 

 — 轉至本年度所得稅 

  

21,678 

(11,116) 

  

11,148 

(23,650) 

     

   10,562  (12,502) 

     

  107,732  8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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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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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稅項乃按於該等司法權區適用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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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內已確認宣派之股息：     

 二零一七年中期股息 — 每股 12 港仙（二零

一六年：二零一六年中期股息每股 7 港仙） 

  

75,801 

  

44,217 

 二零一七年中期特別股息 — 每股 8 港仙（二

零一六年：二零一六年中期特別股息每股 5

港仙） 

  

50,534 

  

31,584 

 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 — 每股 12 港仙（二零

一六年：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每股 8 港仙） 

  

75,801 

  

50,534 

 二零一六年末期特別股息 — 每股 12 港仙

（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末期特別股息

每股 5 港仙） 

  

75,801 

  

31,584 

     

  277,937  157,919 

 

 董事會已決定支付合共約 101,068,000 港元（二零一六年：75,801,000 港元）之末期股

息每股 16 港仙（二零一六年：12 港仙）及合共約 75,801,000 港元（二零一六年：75,801,000

港元）之末期特別股息每股 12 港仙（二零一六年：12 港仙）予於二零一八年五月十六

日名列於股東名冊上之本公司股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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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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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276 

  

191,731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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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年內或於報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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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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存貨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456,506  340,213 

在製品  43,353  37,111 

製成品  29,878  20,459 

     

  529,737  397,783 

 

 本集團年內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約 1,857,766,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1,612,359,000

港元）。 

 

9.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327,579  331,273 

應收票據  29,183  22,859 

減：呆壞賬撥備  (22,327)  (26,009) 

     

  334,435  328,123 

其他應收款項  2,510  1,684 

按金及預付款項  104,994  40,385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441,939  37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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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票日期為基礎呈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254,824  261,530 

六十一至九十日  53,918  56,869 

九十日以上  25,693  9,724 

     

  334,435  32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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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97,537  93,792 

應付票據  15,723  12,631 

預收客戶款項  39,223  33,918 

增值稅應付款項  16,027  15,235 

僱員經濟補償金撥備  171,071  158,200 

應付薪金及花紅  78,673  65,040 

按金及應付費用  27,847  32,919 

出售事項之已收按金  ─  33,348 

其他應付款項  19,996  27,906 

     

總額  466,097  472,989 

減：列載於流動負債下之一年內屆滿款項  (356,444)  (366,482) 

     

一年後屆滿款項  109,653  106,507 

 

 下列為於報告期結束時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基礎呈

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六十日  78,993  83,420 

六十一至九十日  22,323  14,625 

九十日以上  11,944  8,378 

     

  113,260  106,423 

 

 一般而言，購入貨品之信貸期限度由 30 日至 15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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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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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入約 2,510,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

約 2,213,0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278,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約 192,0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為 44.05 港仙（二零一六年：30.35 港仙）。 

 

二零一七年，國際局勢複雜多變，全球經濟未見有太大起色。在不明朗的營商環境下，相

對於二零一六年，集團營業額仍保持有滿意增長。然而，在回顧期內，原材料價格亦見顯

著回升，尤幸其他生產成本均在受控範圍內，整體經營成本波動得以收窄。撇除計算出售

上海龍記金屬製品有限公司廠房用地的一次性收益後，集團稅後盈利，錄得平穩增長。 

 

回顧年度內，美國市場表現雖有好轉，但自美國新總統就任以來，其倡議對外對內政策均

反覆難以預測。加上多個歐洲國家及德國舉行大選、英國與歐盟進行脫歐談判陷入膠著狀

態等情況下，亦拖慢歐洲市場復甦步伐。另一方面，朝鮮局勢緊張，令國際局勢風起雲湧，

為全球政治經濟環境帶來更多變數。 

 

儘管國際市場表現未如理想，中國內銷市場依然保持穩定發展，帶動模具產品需求有所增

長。當中汽車及零配件、智能家電及新科技電子產品的需求持續興旺，而集團優質產品正

切合市場所需，因而模具銷售保持滿意增長。與此同時，集團優化改善銷售渠道，提高在

中國不同工業集中地的滲透力，加強與客戶的聯繫；又推動網上下單系統，提供一個方便

快捷平台供客戶訂購集團產品，進一步提升集團的銷售額，為集團帶來正面效益。 

 

然而，中國模具鋼材，在回顧期內，價格持續上升，以致集團原材料成本相較於二零一六

年，有所調升，影響集團利潤收益。而進口模具鋼材價格則趨向穩定，無太大波動。 

 

所幸集團在其他營運成本管控得宜，整體波幅調控至合理水平。回顧期內，集團加添先進

的設備來優化生產流程以減輕人力，因而勞工成本仍保持在受控範圍內。集團在中國廣東

省河源市廠房及浙江省杭州市廠房，生產技術及運作持續改善，人均產值和生產效率不斷

提升，廠房成本負擔得以減輕。 

 

總體來說，集團全年錄得平穩的増幅，整體業務表現理想。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約 67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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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 4,500 名僱員，包括中國國內生產廠房

約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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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預期美國經濟仍可維持溫和增長，而歐洲多國在大選過後，亦會推動經濟及穩定民生

政策，有助經濟復甦。集團會拓展歐美市場以發展出口業務，並將會與有實力的業務夥伴

合作，推廣集團品牌及長遠的發展項目。然而，全球經濟仍會受多方面的不明朗因素所困

擾，營商環境不確定和反覆波動，集團會抱持審慎積極的態度，以追求持續及平穩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中國政經發展繼續穩步向前，進一步鞏固其國

際上的地位。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目標保持 6.5%的增長，中國國民生活安穩，內銷

市場得以持續興旺。尤其以中國汽配市場發展蓬勃，為配合新一代環保及科技概念，不斷

推出新款式的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均有利於帶動集團優質模具產品的需求。與此同時，

消費產品如科技電子產品、智能手機及智能家居用品等款式日新月異，新產品的推出均促

進集團模具產品的銷售增長。隨著國民日益注重健康，醫療保健產品及設備產業會得到更

大發展，可為集團帶來新市場機遇。由於新一代父母重視子女教育，故樂意花費在智能型

及啟智型的玩具產品，因此玩具市場亦將有滿意的增長。配合市場種種商機，集團會制定

合宜營銷策略，持續優化營銷團隊及強化直銷渠道，以期能全方位拓展有潛質的市場和客

戶，為集團創造更大收益。 

 

另一方面，集團會進一步提升產品質素以增強競爭優勢，使客戶對集團產品有信心的保

證。由於中國廣東省河源市廠房勞工以當地人為主，流動性較低，因此能配合公司長遠發

展，生產加工技術及效率得以持續提升。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廠房的生產技術及能力正在不

斷改善及進步中，集團會致力加強其生產規模效應及加工能力，以滿足中國華東及華北區

的客戶要求。 

 

集團會積極管控營運成本，以減低風險和提升效益。中國勞工成本會繼續上揚，但升幅仍

會在集團預計範圍內。另外，預期利率會上揚，由於集團營運健全，無任何重大借貸，而

現金流向正常，因此利率波動，不會對集團營運帶來太大影響。而人民幣匯價會短期上升

並會漸趨穩定，除減輕了集團的匯兌風險外，因集團以中國內銷為主，因此，亦有利於集

團發展。 

 

集團預期國產模具鋼材價格會上升，但上升速度會放緩，集團會注意市場走勢，和靈活調

控存貨，以降低原材料成本帶來的營運風險和壓力。至於進口模具鋼材價格，則仍然保持

穩定，波動輕微。 

 

集團會抱持審慎和正面的態度，致力及專注發展核心業務，為集團取得穩健的增長和健康

的回報。藉此機會，董事局衷心感謝全體員工為集團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此外，對股東

和各業務夥伴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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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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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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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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已議決，於將在二零一八年五月七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上向股東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16 港仙（二零一

六年：12 港仙）及末期特別股息每股 12 港仙（二零一六年：12 港仙）予於二零一八年五

月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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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股息將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日或該日前後分派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至二零一八年五月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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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遲須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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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下午五時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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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同時將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至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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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遲須於二零一八

年五月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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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時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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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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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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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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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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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