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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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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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0229）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3個月未經審核第1季度業績公告 

利民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8年3

月31日止之3個月未經審核季度業績及上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以港幣為單位）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40,786 237,742 

    

銷售成本  (209,672) (205,383) 

    

毛利  31,114 32,359 

    

其他收入  527 288 

    

其他淨收益  1,659 217 

    

銷售費用  (2,311) (4,063) 

    

一般及行政費用  (20,026) (16,312) 

    

除稅前溢利  10,963 12,489 

    

所得稅  (2,553) (2,996)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8,410  9,493 

    

每股盈利 1   

基本，港仙  1.73  1.98 

    

攤薄，港仙  1.71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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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損益表 

（以港幣為單位）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度溢利 8,410 9,493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之後或於損益重新歸類的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的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無稅項之淨值 10,470 2,368 

   

本公司股東應佔年度之全面收益總額 18,880 1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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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以港幣為單位） 

 
  2018年3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6,953  165,581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之土地權益  7,600  7,403 

遞延稅項資產      5,472     5,296 

     

  190,025  178,280 

       

流動資產     

存貨  157,142  139,3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232,155  214,46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0,211  263,777 

       

  619,508  617,55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項  185,735  195,347 

應付股息  231  232 

應付稅項    7,330    4,162 

       

  193,296  199,741 

       

流動資產淨值  426,212  417,81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16,237  596,09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56         734 

       

資產淨值  615,481  595,36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55,147  453,723 

其他儲備  160,334  141,638 

       

總權益  615,481  59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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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是以本公司股東應佔經營業務溢利約港幣8,410,000元(截至2017

年 3月 31 日 止 3個 月 ： 港 幣 9,493,000 元 )及 根 據 中 期 內 之 已發 行 加 權 平 均 股 數

486,948,000股(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 3個月：479,906,000股)普通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是以本公司股東應佔經營業務溢利約港幣8,410,000元(截至2017

年3月31日止3個月：港幣9,493,000元)及根據中期內之加權平均股數492,232,000股(截

至2017年3月31日止3個月：486,147,000股)普通股並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

之影響後計算。 
 
 
業績概要 

 

於首三個月, 我們發現對空氣淨化機、修飾及鬚刨產品的銷售需求與 2017 年同期大致

相若。於 2018 年首三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為港幣 240,786,000 元，較 2017 年同期微

跌 1.28%。本集團淨溢利為港幣 8,410,000 元, 較 2017 年同期淨溢利港幣 9,493,000 元

下跌 11.41%。儘管淨溢利微跌, 但由於僅於 2018 年三個月就將於未來 18 個月推出的

一系列新產品投入了更多了研發開支，故本集團管理層不會過分憂慮業務前景。根據

產品週期理論，新產品推出初期的開支為最高，而在高速增長階段，由於新產品銷量

（如受市場歡迎）逐漸增加，財務表現通常會改善。在產品達致成熟及鞏固階段時， 

產品的利潤及銷量均開始下跌，直至該等產品被其他系列的新產品淘汰。我們希望目

前推出的新產品系列將提升本集團近期的收入及利潤。 

 

於去年底，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獲認證為高新技術企業（「高新企業」）。

我們希望，通過持續投入研發及新產品開發，我們能增加銷售收入及在中國享有較低

所得稅。 同時，由於獲認證為高新企業， 本集團董事會知悉，根據產品週期理論，

增加研發開支可導致短期及中期溢利波動。為加速向投資者傳遞相關及可靠資訊，及

避免因資訊不對稱而產生誤導， 董事會自願採納季報以確保財務信息準確以及向公

眾及投資者傳遞本集團最新的業務戰略。 

 

於 2018 年首三個月內, 本集團管理層面臨因中美貿易戰及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而導致

的不明朗因素。為避免陷入維持同類產品的溢利陷阱, 本集團管理層開始物色具備較

高附加值的潛在新產品線，並尋找新機會。低附加值工序及廉價勞動力將不再成為在

中國運營的傳統 OEM 生產商的比較優勢。為實現持續的銷售增長，本集團管理層與

若干客戶及教育機構（如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訂立聯合研發計劃。本集團

繼續努力降低排放及污染、以及減少柴油及汽油用量。本集團管理層亦蒐集環境及社

會關鍵績效指標，以物色有關工序可令管理層採用不僅更環保及有益社會亦更具成本

效益及效率的新技術及自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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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展望  

 

由於我們繼續在中國及海外推出新產品，因此本集團管理層仍然樂觀。我們採取平衡

戰略，同時增加在中國及海外（尤其歐洲）的銷售。該業務戰略令本集團可產生更多

的人民幣及英鎊收入，以抵銷可能對生產成本產生不利影響的持續美元貶值。本集團

管理層已物色有興趣使用我們的新技術開發其產品的若干新客戶。該等新客戶亦能帶

來新收入流並分散大量收入集中來源於少數主要客戶的風險。 

 

本集團在研發方面的投資令我們獲認證為高新企業，亦允許本集團管理層可利用過往

數年研發的新知識、專利及創新來尋找新業務發展機會。同樣，董事會相信通過自願

採納季度報告 ， 董事會及本集團管理層能評估業務戰略是否需要較快調整。對本公

司的財務狀況及現金狀況 以及管理層每季度進行的好（及壞）事項的管理層報告進

行定期及更頻繁的討論，可令董事會（以及公眾及投資者）評估業務戰略的有效性及

尋找任何需要改善及糾正的合規事項。因此，動態業務戰略可幫助董事會確保管理層

能對可呈現新機會及新威脅的變動迅速做出反應。 

 

財政狀況 

 

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情況令人滿意。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比率為 3.20

（2017 年 12 月 31 日：3.10）。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的資金速動比率為 2.39

（2017 年 12 月 31 日：2.40）。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的資本與負債比率為 0.30

（2017 年 12 月 31 日：0.33），計算基準為負債總額除以資產淨值。 

 

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銀行結餘及現金額為港幣 230,211,000 元，較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下跌港幣 33,566,000 元。該下跌主要由於截至 2018 年 3 月底的高水平存貨、較高應

收款項及較低應付款項所致。 

 

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及或然負債（2017 年 12 月 31 日：無）。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三個月期間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 

 

 

承董事會之命 

利民實業有限公司 

主席 
黃乾利 

 

 

香港，2018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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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黃乾利先生、黃英敏先生、黃文顯先生及莫健興先生 
 
非執行董事： 
黃英傑先生及熊正峰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啟雄先生、范仁達先生、 伍耀明先生及羅廣信先生 
 
代董事： 
張元坤先生(黃乾利先生之代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