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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順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零

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備考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86,320 144,657

銷售成本 (64,142) (99,568)

毛利 22,178 45,089

其他收益 2,810 1,744

銷售及分銷成本 (4,475) (5,414)

行政管理費用 (8,186) (7,512)

其他營運支出 (2,126) (2,835)

經營業務溢利 10,201 31,072

財務費用 (3,789) (5,786)

除稅前溢利 4 6,412 25,286

稅項 5 (513) (2,00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之溢利 5,899 23,286

少數股東權益 － (11)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5,899 23,275

股息 6 － 26,500

每股盈利－基本（港仙） 7 1.96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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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92,955 85,729
無形資產 3,822 3,547

96,777 89,276

流動資產
抵押定期存款 － 5,800
存貨 39,851 33,708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8 24,710 58,16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36,839 13,08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3,649 63,973

155,049 174,73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9 14,823 22,896
應付稅項 2,666 3,04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項目 7,598 9,386
有抵押銀行貸款及透支 61,036 52,131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應付賬款 863 1,953

86,986 89,413

流動資產淨值 68,063 85,31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4,840 174,59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1,695 1,695

少數股東權益 4,001 －

159,144 172,898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0 30,220 30,000
儲備 11 128,924 121,898
擬派末期股息 － 21,000

159,144 17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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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備考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11,974 36,501

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之現金流出淨額 (23,645) (4,441)

已付稅項總額 (894) (64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6,938) (37,887)

融資活動前之現金流出淨額 (19,503) (6,467)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3,930 3,89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 (15,573) (2,57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3,955 3,694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 (34)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8,382 1,0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33,149 4,193

定期存款 20,500 －

銀行透支 (5,267) (3,108)

48,382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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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已確認收益及虧損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備考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換算以外幣結算之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時

之匯兌差額 11 (17) 198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5,899 23,275

已確認收益及虧損總額 5,882 23,473

上年度收益調整附註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結轉之

儲備重列生效 2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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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報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八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

司。其股份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

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適用之披露要求而編製。除下文附註2所述者外，編製本未

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業績乃按合併會計基準編製，並包括由二零

零零年四月一日或自彼等各自之註冊成立／收購日期（以較短者為準）起計本公司及其因重組（如

本公司之二零零一年年報所述，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而進行）而產生之附屬公司之業

績。

2. 採納新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

以下為編製本期財務報表所採納新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之概要。

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 ： 結算日後事項

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 ： 租賃

會計實務準則第28號 ：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會計實務準則第29號 ： 無形資產

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 ： 企業合併

會計實務準則第31號 ： 資產減值

會計實務準則第32號 ： 綜合財務報表及附屬公司投資之會計處理

本集團於本中期報告期間首次應用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因此，須披露合計日後最低租

賃付款承擔，以代替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比較年度中應用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總

項下之每年經營租賃承擔。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因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或以後進行之收購事項而產生之商譽將於

資產負債表中撥充資本，並按其估計使用年期（自其收購之日起計不超過八年）在損益賬內予以

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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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比較數字乃摘錄自本集團於該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並就商譽及建議派發股息作出調整（詳述於下文）。

過往期間調整

除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及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外，採納上述準則對上年度報告之數目並

無重大影響。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本集團不再將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或宣派之股息確認為資產

負債表之負債。此項會計政策之變動已追溯地應用，故先前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記錄為流

動負債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21,000,000港元已予重列，並於資產負債表中列示於資本及儲備中。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之過渡性規定，本集團已就資產負債表中之商譽撥充資本及按其估計

使用年期在損益賬內予以攤銷作出調整。該項調整乃因會計政策之變動所致，已根據會計實務準

則第2號「本期損益淨額、基本錯誤及會計政策變更」追溯地應用。因此，為數3,547,000港元之商

譽已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中重列，而自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結轉之保

留溢利已相應減少。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期內售出高爾夫球設備及配件之發票值減買賣折扣及退貨。

本集團按其貨運所在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備考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北美 66,119 95,003

歐洲 9,361 29,204

日本 4,921 3,112

亞洲（不包括日本） 2,805 11,022

其他地區 3,114 6,316

86,320 14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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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計算所得之除稅前溢利經扣減／（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備考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擁有之固定資產 4,304 3,531
租賃之固定資產 521 555

4,825 4,086

商譽攤銷 268 －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88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透支及

其他貸款之利息 3,017 4,743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之利息 102 141
銀行費用 670 902

財務費用總額 3,789 5,786

利息收入 (547) (443)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二零零零年：16%）作出撥備。於
其他地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有國家當時之稅率，並根據現有之有關法律、

釋義及慣例進行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備考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撥備：

香港 513 1,800
遞延稅項 － 200

本期稅項支出 51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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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董事會建議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派付中期股息。

比較期間之數額乃指本公司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順龍高爾夫球製品有限公司於本公司股份在聯

交所上市前宣派之股息。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5,899,000港元及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300,914,000股而計算。

比較期間之每股盈利乃按期內備考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23,275,000港元及於截至二零零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225,000,000股，猶如於公開發售完成後將

根據資本化發行予本公司當時之股東之223,000,000股股份以及配售本公司75,000,000股股份於

有關股份各自發行之日已發行而計算。

由於本公司並無潛在攤薄股份，因此並未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百分比 千港元 百分比

三個月內 12,268 50% 46,964 81%

四個月至六個月 3,628 15% 4,811 8%

七個月至一年 7,522 30% 4,975 9%

一年以上 1,292 5% 1,419 2%

24,710 100% 58,169 100%

上述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乃按確認出售之日期呈列，並扣除呆賬撥備。

本集團授予其客戶之信貸期通常自確認出售後30日至150日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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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之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包括因本集團在日常業務中進行交易而結欠日幸有限公司（「日

幸（日本）」）為數58,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79,000港元）之款項。此結餘為無抵押

及免息。

本集團之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百分比 千港元 百分比

三個月內 9,970 67% 18,880 82%

四個月至六個月 2,526 17% 2,177 10%

七個月至一年 1,989 14% 1,453 6%

一年以上 338 2% 386 2%

14,823 100% 22,896 100%

上述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乃根據所購貨品之收貨日期計算。

10. 股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普通股」）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302,200,000股（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300,000,000股）普通股 30,220 30,000

期內，因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五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購股權於期內獲行使

而以每股0.62港元之認購價向本公司若干執行董事及全職僱員發行2,200,000股普通股，所得現

金總額為1,364,000港元。

除上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之股本並無變動。



順龍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01

10

11. 儲備

股份 實繳 固定資產 其他 外匯

溢價 盈餘 重估儲備 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56,126 10,564 27,319 36 1,225 26,628 121,898

因行使購股權發行股份而

產生之溢價 1,144 － － － － － 1,144

匯兌調整 － － － － (17) － (17 )

本期溢利 － － － － － 5,899 5,899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57,270 10,564 27,319 36 1,208 32,527 128,924

12.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附有追索權之貼現票據（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6,163,000港元）。

13. 承擔

(a) 資本承擔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資本承擔：

已訂約但未予撥備 1,496 1,699

有關廠房及機器之資本承擔：

已訂約但未予撥備 1,216 69

2,712 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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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營租約承擔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下列期限屆滿之土地及樓宇：

一年內 503 683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795 105

第五年後 2,321 186

3,619 974

14.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及本公司董事擁有實益權益或可行使重大影響力之公司於期內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重大

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備考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向日幸（日本）採購原材料 (a) 219 14,567

向日幸（日本）採購球桿 (a), (g) 2,601 －

向日幸（日本）銷售製成品 (b) 10,606 21,668

自廣州荔湖高爾夫球有限公司（「廣州荔湖」）

購買球會會籍 (c) 130 －

向華傑高爾夫球製品有限公司（「華傑」）及

東領有限公司支付之租金費用 (d) 720 660

向日幸物產股份有限公司（「日幸（台灣）」）

採購原材料 (a),(f) － 231

向廈門東安精密鑄造有限公司（「東安」）

採購製成品 (e),(f) － 13,053

附註：

(a) 本公司董事松浦孝典於日幸（日本）及日幸（台灣）皆擁有實益權益。原材料採購價由本集

團及關連公司按成本加減法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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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製成品售價乃根據各方訂立之協議。

(c) 本公司董事朱振民、松浦孝典及朱育民於廣州荔湖擁有實益權益。球會會籍之購買價乃根

據廣州荔湖提供予第三方客戶之價格釐定。

(d) 本公司董事朱振民擁有華傑之實益權益，而本公司董事朱育民則於東領有限公司擁有實益

權益，租金費用由本集團及相應關連人士按市場協定之費率釐定。

(e) 於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前，朱振民及松浦孝典於東安擁有實益權益。根據雙方訂立之協

議，製成品之採購價乃按有關產品類別售價之60%至70%釐定。由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起，

東安終止作為本集團之關連人士。

(f) 此等交易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本公司之普通股於聯交所上市前終止。

(g) 是項向日幸（日本）採購製成品之交易屬一次過性質，預料本財政年度內將不會繼續或重複

進行是項交易。

董事（包括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查並確認上述交易為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

行。

15. 結算日後事項

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順龍高爾夫球製品有限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協

議收購CTB Golf (HK) Limited之51%股本權益，有關代價合共約10,200,000港元。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本集團在美國成立兩間公司，分別為Sino US Holding Company LLC

（「Sino US」）及Sino CTB Company LLC（「Sino CTB」）。Sino US及Sino CTB之主營業務分

別為修理高爾夫球球桿及裝配高爾夫球袋。本集團分別持有Sino US及Sino CTB之100%及51%

股本權益。

16. 中期財務報表之批准

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獲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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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營業額及股

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分別下降至86,320,000.00港元及5,899,0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九月

三十日：分別為144,657,000港元及23,275,000港元）。雖然美國自今年初以來已多次調低

利率，但由於經濟情況仍不明朗，今年上半年買家大多採取審慎的訂貨策略，此外，不少高

爾夫球桿銷售商仍在清減去年積壓的存貨，以致集團產品銷售有所放緩。

美國「九一一」事件令當地經濟進一步受打擊，但對本集團在原製造生產高爾夫球桿訂單

之影響相對輕微，相反，由於當地高爾夫球桿銷售商為求減低生產成本及產品售價，遂加速

其外判生產計劃，集團於二零零一年第四季及二零零二年首季業務因而受惠，預期本會計

年度下半年之業務表現遠較上半年為佳，並將有可觀的增長。

業務前景

為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產品質素及向客戶提供更佳的服務，本集團自今年初以來已積極

提升在大陸廠房之生產設備，投放更多資源改善原有的研究及開發部門，引進大量的先進

機械及儀器，務求精確及全面測試及控制產品之質素，目前集團是國內少數自設高爾夫球

桿產品測試室之生產商，這些先進設施及測試系統，備受客戶極度推祟，對將來業務發展有

極大幫助，此外，為減低生產成本及進一步提供一站式採購服務予本公司客戶，本集團今年

於中國順德市及美國成立合資企業，分別持有62.5%及51%之控股權，兩間企業分別從事鍛

造高爾夫球頭及高爾夫球袋之生產，預計明年一月全部投產及開始運作，對集團將來的盈

利增長肯定有很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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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為確保營業額及盈利持續增長，本集團除繼續發展原製造生產高爾夫球桿業務外，

進一步拓展「一站式採購」高爾夫球設備供應業務，並會積極尋找新的合作機會，以求持續

提升集團的經營效益。由於高爾夫球運動日漸受歡迎，對高爾夫球桿及相關產品的需求將

大增，因此，董事會深信上半年盈利放緩屬短暫性，只要集團秉持提供以客戶為導向高質素

的高爾夫球產品及服務，未來發展潛力仍然相當龐大，對將來營運及營利預測仍保持樂觀

的看法。

流動資金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淨值為159,0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73,000,000港元），每股資產淨值為0.53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0.58港元）。

本集團以其業務活動及由其銀行持續提供之銀行融資產生之現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二

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53,6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64,000,000港元）。於此等結餘中，約12,000,000港元之現金流入來自期內之業務活

動。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為1.78:1（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95:1）及1.32:1（二零

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58:1），反映出本集團之流動狀況相對穩健。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借款總額為61,0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52,000,000港元），該項借款以本集團之土地及樓宇、廠房及機器設備約23,000,000

港元為抵押。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0.35（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0.35），乃根據本集團負債總額88,681,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91,108,000港

元）除以資產總額251,826,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64,006,000港元）而計算。

貨幣結構

由於絕大部分交易（包括借款）乃以美元、港元或人民幣計算且此等貨幣之匯率於年內相

對穩定，因此本集團所承受之匯率波動風險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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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附帶追索權已貼現票據之記錄（二零零一年三月三

十一日：6,200,000港元）。

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本集團公開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約為85,000,000港元。該等款

項已應用於實現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一日刊發之招股章程中截列之業務目標，其詳情如下：

－ 約16,000,000港元用作擴充生產線；及

－ 約10,300,000港元用作擴建廠房及添置機器設備。

所餘款項已存放於香港銀行並計劃用於以下用途：

－ 約10,200,000港元用作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收購高爾夫球袋業

務；

－ 約4,000,000港元用作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擴建廠房及添置機器

設備；

－ 約25,000,000港元將待全球經濟穩定時用作發展商業對商業業務；及

－ 餘款約19,500,000港元將被用作額外營運資本。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與上一個財政年度相同。薪酬參照有關僱員

之工作性質及市場趨勢釐定，並提供年度加薪以回報及鼓勵個人表現。於中國，本集團根據

現行中國勞動法為其國內僱員提供員工福利及獎金。香港員工之福利包括醫療保障計劃、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僱員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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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及其關聯人士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股本中擁有根據證

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中記錄之股本權益

如下：

(i) 本公司

持有股份之數目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執行董事：

朱振民 6,734,263 200,249,775#

松浦孝典 10,331,400 200,249,775#

朱育民 2,508,237 －

張華榮 610,793 －

非執行董事：

Carl Thomas McMANIS 363,022 －

# 該等本公司股份由CM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

公司）持有，而其中約51.17%已發行股本由A & S Company Limited持有，約48.83%已

發行股本由松浦孝典持有。A & S Company Limited為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

公司，其股份約64%由朱振民持有，約21.71%由朱育民持有，14.29%由彼等之另一位家族

成員持有。故此，朱振民及松浦孝典於本公司200,249,775股股份之權益乃相互重复。

(ii) 聯營公司

順龍高爾夫球製品有限公司3,456,027股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中，1,190,607股股份由朱

振民持有，1,841,323股股份由松浦孝典持有，414,297股股份由朱育民持有，3,600股

股份由張華榮持有及6,200股股份由Carl Thomas McManis持有。

除上述披露者外，概無董事及彼等之關連人士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股權或債務證券中擁

有披露權益條例所界定之任何個人、家族、公司或其他權益。



17

順龍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01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於本公司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

中記錄之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權益如下：

股東姓名 股份數目 ％

CM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200,249,775 66.26

A & S Company Limited（附註） 200,249,775 66.26

附註：所披露之權益包括由CM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持有之股份。A & S Company Limited

直接持有CM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51.17%股份，因此，A & S Company Limited被

視作擁有由CM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持有之股份權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概無任何人士（除已於上文「董事之股份權益」一段中載列其權益之本公

司董事外）登記有根據披露權益利條第16(1)條要求須予記錄之本公司股本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委任兩位非執行董事為審核委員會成員。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成立，

旨在協助董事全權審閱及監察本公司財務報告過程及內部控制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

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實務並與管理層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

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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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各董事概不知悉有資料可合理表明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

或期內任何時間違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各位客戶、供應商、股東及銀行給予本集團之持續支持致以衷心之感

謝。同時，亦向全體管理層成員及公司員工對彼等全年之辛勤工作及貢獻深表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朱振民

香港，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