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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工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666,780 485,004
銷售成本 (405,797) (312,011)

毛利 260,983 172,993
其他收入 7,511 5,419
分銷費用 (24,814) (18,708)
行政費用 (77,988) (64,966)
其他經營費用 (25,107) (15,748)

經營溢利 140,585 78,990
財務費用 5 (3,416) (3,446)
利息收入 708 48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32 700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
機構業績 27,128 6,144

稅前溢利 166,037 82,870
稅項 6 (26,280) (11,268)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39,757 71,602
少數股東權益 772 －

期內溢利 140,529 71,602

每股盈利 7 仙 仙
基本 24.96 12.74

經攤薄 24.96 12.73

每股股息 仙 仙
中期 9.0 4.5

特別 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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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9,418 243,009
無形資產 － 174
商譽 4,462 5,94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5,813 35,112
於一間共同控制機構
之權益 10 55,372 32,387

335,065 316,631

流動資產
存貨 215,337 178,035
營業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20,617 139,274
一間共同控制機構之欠款 2,322 5,641
遞延稅項資產 5,991 5,046
銀行結存、存款及現金 251,724 216,051

595,991 544,04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40,384 153,842
保修撥備 4,500 3,766
應付票據 16,288 17,884
應付稅項 44,022 29,865
財務租約承擔
（一年內到期） 2,711 3,502
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68,649 63,469

276,554 272,328

流動資產淨額 319,437 271,719

654,502 58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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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56,300 56,300
儲備 14 592,781 523,927

649,081 580,227

少數股東權益 2,782 3,554

非流動負債
財務租約承擔
（一年後到期） 2,639 3,738
銀行貸款（一年後到期） － 831

2,639 4,569

654,502 58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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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之結餘

原本編列 575,181 481,356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 5,046 6,447

580,227 487,803

因折算海外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財務

報告而產生但未於簡明綜合收益表確認

之匯兌差額 1,515 －

期內溢利 140,529 71,602

發行股本 － 432

已派股息 (73,190) (39,398)

於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649,081 52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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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116,055 75,409

投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9,593) 672

融資所用現金淨額 (72,180) (27,53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淨額 34,282 48,55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16,051 130,941

匯率變動之影響 1,391 －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指銀行結存、存款及現金 251,724 17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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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告附註

1.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染整機械、不

𣁾鋼材及機械零配件貿易、製造及銷售不𣁾鋼鑄造產品及物業持有等業務。期內本

集團之主要業務並無改變。

2. 會計政策

本簡明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除本集團因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稅」
（自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起之會計期間生效）而更改若干會計政策外，編製本

簡明財務報告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零二年年報所採用者一致。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遞延稅項已就資產及負債之稅基與其財務報表
中之賬面值之暫記差額使用負債法作出全面撥備。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採用，並因此

重列比較數字，以符合已變動之政策。此項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於簡明財務報表附

註6及14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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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及地域分類

本集團於期內所經營之業務按業務分類（主要報告形式）及地域分類之分析如下：

業務分類

製造 機械零配件 製造及銷售

及銷售 不𣁾鋼材 貿易及售後 不𣁾鋼

染整機械 貿易 服務收入 鑄造產品 對銷 綜合後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收入

對外銷售 439,641 158,676 38,137 30,326 － 666,780

分類間銷售 5,883 75,509 － 11,966 (93,358) －

總收入 445,524 234,185 38,137 42,292 (93,358) 666,780

業績

分類業績 108,573 9,581 9,680 12,751 140,585

財務費用 (1,488) (1,615) (127) (186) (3,416)

利息收入 70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32 1,032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

機構業績 27,128 27,128

稅前溢利 166,037

稅項 (26,280)

少數股東權益 772

期內溢利 140,529

其他資料

折舊及攤銷 9,789 352 839 2,030 1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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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及地域分類（續）

業務分類（續）

製造 機械零配件 製造及銷售

及銷售 不𣁾鋼材 貿易及售後 不𣁾鋼

染整機械 貿易 服務收入 鑄造產品 對銷 綜合後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及重列）

收入

對外銷售 282,403 134,978 44,529 23,094 － 485,004
分類間銷售 2,723 57,456 － 8,241 (68,420) －

總收入 285,126 192,434 44,529 31,335 (68,420) 485,004

業績

分類業績 59,091 13,449 4,118 2,332 78,990

財務費用 (1,505) (1,522) (237) (182) (3,446)
利息收入 48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00 700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

機構業績 6,144 6,144

稅前溢利 82,870

稅項 (11,268)

期內溢利 71,602

其他資料

折舊及攤銷 7,378 302 1,163 2,161 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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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及地域分類（續）

地域分類

按地域市場區分之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37,455 210,429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包括香港） 317,519 183,505
亞洲太平洋地區（不包括香港及中國） 62,384 45,921
歐洲 35,986 33,261
南美洲及北美洲 11,538 10,776
其他地區 1,898 1,112

666,780 485,004

4. 折舊及攤銷

期內，本集團在物業、廠房及設備方面之折舊約11,34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10,762,000港元）而本集團之無形資產攤銷約為1,66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42,000
港元）。

5.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利息於：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1,308 1,792
財務租約承擔 141 110

銀行費用 1,878 1,448
貼現費用 89 96

3,416 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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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14,670 10,33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147 －

海外稅項

本期間 8,148 3,80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36) (1,994)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254 197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機構稅項 4,143 1,035

遞延稅項撥回 (946) (2,110)

26,280 11,268

附註：

(a)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二零零二年：16%）計算。海外
稅項乃按照有關個別區域現行之稅率計算。

(b) 因應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稅」所作之會計政策變動已追溯採用，
因而比較數字已予重列。因該項重列，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稅項支出已減少約2,11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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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基本及經攤薄之每股盈利乃按期內溢利約140,52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71,602,000
港元）及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562,996,285 562,169,766

普通股股份之潛在攤薄影響

－購股權 － 440,902

計算經攤薄之每股盈利之

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562,996,285 562,610,668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建議中期股息每股9.0仙
（二零零二年：4.5仙） 50,670 25,330

建議特別股息每股3.0仙
（二零零二年：2.5仙） 16,890 14,072

9.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總成本約10,37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5,42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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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一間共同控制機構之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資產淨額 55,372 32,387

11. 營業及其他應收款項

除銷售染整機械時客戶之餘款外，本集團提供平均六十天信貸期予其營業客戶。

營業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應收款項

0 －  30天 57,758 55,101
31 －  60天 5,475 11,262
61 －  90天 1,258 2,998

64,491 6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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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0－30天 40,486 62,800
31－60天 5,138 3,754
超過60天 2,125 3,861

47,749 70,415

13. 股本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1,000,000,000股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年初時，每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
562,996,285（二零零二年：
561,946,285）股 56,300 56,195

行使購股權 － 105

期／年終時，每股面值0.10港元
普通股562,996,285（二零零二年：
562,996,285）股 56,300 5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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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儲備變動

本集團

股份 資本贖回 折算 保留 股息 實繳

溢價 儲備 儲備 溢利 儲備 盈餘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原本編列 216,088 1,215 (14,485) 217,291 73,190 25,582 518,881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
（經修訂） － － － 5,046 － － 5,046

216,088 1,215 (14,485) 222,337 73,190 25,582 523,927

因折算海外附屬公司及聯營

公司之財務報告而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1,515 － － － 1,515
期內溢利 － － － 140,529 － － 140,529
已付股息 － － － － (73,190) － (73,190)
股息

－中期 － － － (50,670) 50,670 － －

－特別 － － － (16,890) 16,890 － －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216,088 1,215 (12,970) 295,306 67,560 25,582 592,781

15.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追索權之出口貼現票據 － 19,607

就給予一間共同控制機構

銀行融資而給予銀行之擔保 1,750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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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購買物業、廠房和設備

而未在簡明財務報告

作出撥備之已訂約資本承擔 4,845 2,229

17. 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應付予一間關連公司之租金（附註） 2,512 2,263

與共同控制機構之交易

商品銷售 1,563 1,325

已收佣金、管理費及租金 8,882 4,392

購買物料 10,154 7,984

上述交易按市場價格或成本（如無市場價格）進行

附註：由於該關連人士為一間由方國樑先生及方國忠先生實益擁有之公司，故此被

視作與本集團有關連。該等租金乃按公平原則商議，並按獨立租金估值而作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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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董事會已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9.0仙及特別股息每股3.0仙（二零零二年：中期
股息每股4.5仙及特別股息每股2.5仙）。中期及特別股息將約於二零零三年十一
月七日派付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本公司將由二零零

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獲享中期及特別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

八日（星期二）下午四時前送交本公司位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
心28樓之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績概要

二零零三年為本集團之四十年週年誌慶，年內錄得持續增長。截至二零零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及溢利分別約為666,780,000港元及
140,529,000港元，較二零零二年同期分別增長約37%及96%。每股基本盈利為
24.96仙，增加約96%。

染整機械製造

立信染整機械有限公司及立信染整機械（深圳）有限公司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此項核心業務之營業額約為477,778,000港元，較上年同期
增加46%。本集團之策略為以具競爭力之價格提供質優之產品，使本集團可在中
國佔有重大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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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續）

染整機械製造（續）

此外，本集團保持市場競爭優勢之重要因素為持續進行產品研發。

本集團矢志穩居業內領先地位，並致力向客戶提供優質環保之染整機械設備及服

務，務求客戶完全稱心滿意。

不𣁾鋼材貿易

立信鋼材供應有限公司

於回顧期間，此業務分部之營業額約為158,676,000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18%，
但由於非典型肺炎於本年度第二季帶來之影響，故邊際利潤較低。

正如本公司二零零二年年報所述，本集團將會根據不𣁾鋼價格預測維持一定數量

之存貨。由於鎳的價格上漲，管理層預期邊際利潤將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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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續）

不𣁾鋼鑄造

泰鋼合金（香港）有限公司及泰鋼合金（深圳）有限公司

於回顧期間，此業務分部錄得營業額及溢利分別約30,326,000港元及12,751,000
港元，較上年同期分別增加31%及447%。營業額及溢利均錄得增長，乃本集團
致力市場推廣及提高生產量所致。

管理層將集中全力提升生產效率及開發新市場。

共同控制機構

立信門富士紡織機械有限公司（「立信門富士」）

正如本公司二零零二年年報所述，立信門富士於二零零二年推出鬆式烘乾機及擠

縮整理機兩種新產品。該兩種產品均備受市場歡迎。於回顧期間，立信門富士之

營業額約增至155,000,000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88%。

管理層相信，由於中國經濟將持續快速增長，因此預期日後本集團產品之需求將

更為殷切。立信門富士已步入正軌，可於二零零三年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同時穩

步增長。

為配合產品需求之預期增長，立信門富士最近在本集團現有生產廠房範圍內動工

興建佔地20,000平方米之廠房大樓。預期該新大樓可望於二零零四年九月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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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續）

聯營公司

佛山東亞股份有限公司（佔30%股權之聯營公司）

佛山東亞股份有限公司從事之色織布匹銷售業務錄得溫和增長。於回顧期間，由

於管理層採取措施削減成本及增強競爭力，故此本集團之應佔溢利由788,000港
元增至1,095,000港元。董事會相信此項業務日後將會持續為本集團作出穩定之
溢利貢獻。

收購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本集團以21,840,000港元之代價收購Xorella AG之80%股權。
Xorella AG於一九七一年創立，於紡織品汽蒸及調濕系統之技術及市場方面在瑞
士居領導地位。該項投資對本集團實屬有利，因本集團可藉此將產品系列擴展至

紡織品調濕設備製造業務。

展望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致使中國市場一片興旺，為本集團提供無限商機。展望未

來，本集團深信，憑藉本集團之業內領導地位、質量上乘之產品及新產品與新市

場多元化之穩固基礎，本集團將可在未來達致更理想業績。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管理層認為本集團之財務狀況處於穩健水平，並相信本集團具充裕財務資源，足

以應付所需之現金流量。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淨額（扣除借貸總額後）約為

177,726,000港元。由於本集團錄得現金及銀行結餘淨額正數，故並無呈列負債
比率。流動比率為2.16，反映流動資金處於穩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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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續）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約為68,649,000港元，其中約41%以本集團
名下若干資產作抵押。全部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大部份銀行借貸均在香港

籌措，其中約11%為港元，其餘則為美元。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主要按浮動利率計
算利息。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251,724,000港元，其中約46%
為港元，25%為美元，19%為歐元，5%為人民幣，其餘則為各種外幣。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僱用2,500名僱員。本集團乃根據僱員之表
現、經驗及現行行業慣例釐定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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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而設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

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中之好倉

持有普通股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家族權益 個人權益 其他權益

方壽林先生 － 13,486,000 －

方國樑先生 200,000 1,550,000 304,875,601*
方國忠先生 － 1,986,000 304,875,601*
卓漢堅先生 － 400,000 －

潘杏嬋小姐 － 250,000 －

* 該304,875,601股股份由兩項全權信託所擁有，信託之受益人均包括方國樑先生、
方國忠先生及其他家庭成員。該兩名董事重疊擁有該等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淡倉中擁有或視為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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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記冊所載，下
列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5%或以上之權益或
淡倉：

好倉

名稱 附註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百分比

GBOGH Assets Limited (1)及 (2) 公司  287,397,360 51.04
J.P. Morgan Chase & Co. 公司 56,316,000 10.00
The Capital Group

Companies Inc. 公司 39,444,000  7.01

附註：

(1) GBOGH Assets Limited由一項全權信託所擁有，信託之受益人包括方國樑先生、
方國忠先生及其他家庭成員。

(2) 下列公司由GBOGH Assets Limited全資擁有，其於本公司股份中之權益包括列於
GBOGH Assets Limited之287,397,360股股份，現載列如下：

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百分比

Sheffield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公司 58,197,360 10.33
Reeds Limited 公司 57,600,000 10.23
Runaway Holdings Limited 公司 57,600,000 10.23
Derby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公司 48,000,000  8.53
Polar Bear Holdings limited 公司 48,000,000  8.53
Bristol Investments Limited 公司 18,000,000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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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權益（續）

好倉（續）

除上文披露之權益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顯示，董事並
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在任何

情況下於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股本面值10%或以上。

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零年六月八日通過之一項普通決議案，本公司批准一項

購股權計劃，據此可向本集團全職僱員（包括執行董事）授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

司股份。

為符合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一日生效之上市規則第十七章之新規定，本公司股東於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終止上述購股權計劃並採納

新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

股權。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務證券之權利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

參與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購買本公司或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

（包括債券）而獲得利益。同時，並無任何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獲

授予任何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已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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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購回、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並商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守則、內部監制及

包括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告等財務申報事

宜。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超凡先生及雷子龍先生。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董事概無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在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內，未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代表董事會

方壽林

主席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