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立信工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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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85,004 385,781
銷售成本 (312,011) (259,889)

毛利 172,993 125,892
其他收入 5,419 4,216
分銷費用 (18,708) (15,846)
行政費用 (64,966) (54,896)
其他經營費用 (15,748) (12,558)

經營溢利 78,990 46,808
財務費用 5 (3,446) (7,066)
利息收入 482 1,14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00 1,069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機構業績 6,144 443

稅前溢利 82,870 42,402
稅項 6 (13,378) (4,853)

期內溢利 69,492 37,549

每股盈利 7

基本 12.36仙 6.98仙

經攤薄 12.35仙 6.97仙

每股股息

中期 4.5仙 2.5仙

特別 2.5仙 2.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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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3,769 249,412
無形資產 394 63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7,101 56,745
於一間共同控制機構之權益 10 17,364 17,539

318,628 324,331

流動資產
存貨 175,320 140,664
營業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13,407 94,645
一間共同控制機構之欠款 5,425 4,184
可收回稅項 1,907 2,507
銀行結存、存款及現金 179,491 130,941

475,550 372,94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44,753 97,545
保修撥備 2,120 1,200
應付票據 22,168 25,679
應付稅項 15,148 6,894
財務租約承擔（一年內到期） 2,174 2,175
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87,303 67,880

273,666 201,373

流動資產淨額 201,884 171,568

520,512 495,89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56,285 56,195
儲備 14 455,597 425,161

511,882 481,356

少數股東權益 1,290 1,290

非流動負債
財務租約承擔（一年後到期） 1,517 2,427
銀行貸款（一年後到期） 5,823 10,826

7,340 13,253

520,512 49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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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之結餘 481,356 514,286

因海外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折算
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 (19)

未於簡明綜合收益表確認之收益／（虧損）淨額 － (19)

期內溢利 69,492 37,549

發行股本 432 20,525

購回股份 － (1,481)

已派股息 (39,398) (84,949)

於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511,882 485,911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 74,136 7,476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42 122,680

融資之現金流出淨額 (25,628) (80,42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 48,550 49,729

承前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30,941 72,590

㶅率變動之影響 － (2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滾存
銀行結存、存款及現金 179,491 12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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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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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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除本集團因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自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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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之財務

報告所採用者一致。

更改會計政策以符合新訂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對編製賬目並無重大影響。所披

露資料及若干比較數字已作出調整，以配合現時期間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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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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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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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

機構業績 6,144

稅前溢利 82,870

稅項 (13,378)

期內溢利 69,492

其他資料

折舊及攤銷 7,378 302 1,163 2,161 － 11,004



– 6 –

3. 分類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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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收入

對外銷售 187,416 130,222 39,628 28,515 － 385,781

分類間銷售 1,070 28,901 － 4,843 (34,814) －

總收入 188,486 159,123 39,628 33,358 (34,814) 385,781

業績

分類業績 38,788 4,879 1,425 1,716 46,808

財務費用 (2,813) (3,860) (576) (313) 496 (7,066)

利息收入 1,14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69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

機構業績 443

稅前溢利 42,402

稅項 (4,853)

期內溢利 37,549

其他資料

折舊及攤銷 6,538 195 1,382 1,761 － 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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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地域分類

按地域市場區分之收入 經營溢利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10,429 163,153 31,210 24,851

中國 183,505 122,713 33,792 14,167

亞洲太平洋地區 45,921 52,399 7,621 4,520

歐洲 33,261 29,775 4,626 1,936

北美洲及南美洲 10,776 9,420 1,541 594

其他地區 1,112 8,321 200 740

485,004 385,781 78,990 4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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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9,609,000港元）而本集團之無形資產攤銷約為24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267,000港

元）。

5.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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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 5,240

財務租約承擔 110 248

銀行費用 1,448 1,375

貼現費用 96 203

3,446 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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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10,333 2,367

海外稅項

本期間 3,807 2,428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1,994) －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197 58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機構稅項 1,035 －

13,378 4,853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二零零一年：16%）計算。

海外稅項乃按照有關個別區域現行之稅率計算。

7. 每股盈利

基本及經攤薄之每股盈利乃按期內溢利約69,49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37,549,000

港元）及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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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169,766 538,071,733

普通股股份之潛在攤薄影響－購股權 440,902 503,754

計算經攤薄之每股盈利之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562,610,668 538,57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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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建議中期股息每股4.5仙（二零零一年：2.5仙） 25,330 14,104

建議特別股息每股2.5仙（二零零一年：2.5仙） 14,072 14,104

9. 添置固定資產

期內，本集團添置固定資產之總成本約5,422,000港元。

10. 於一間共同控制機構之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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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2 10,914
借予一間共同控制機構之貸款 1,342 6,625

17,364 17,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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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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期予其營業客戶。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營業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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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07 44,963

31 － 60天 4,906 5,588
61 － 90天 1,430 2,832

71,443 53,383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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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76 42,650

31 － 60天 1,336 2,929

超過60天 626 945

67,538 4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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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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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46,285（二零零一年：524,386,285）股 56,195 52,439

行使購股權 90 4,275

購回股份 － (519)

期／年終時，每股面值0.10港元

普通股562,846,285（二零零一年：

561,946,285）股 56,285 5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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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二年

一月一日 215,689 1,215 (14,797) 145,570 39,350 38,134 425,161

發行股份溢價 342 － － － － － 342

期內溢利 － － － 69,492 － － 69,492

已付股息 － － － (48) (39,350) － (39,398)

股息

中期 － － － (25,330) 25,330 － －

特別 － － － (14,072) 14,072 － －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216,031 1,215 (14,797) 175,612 39,402 38,134 455,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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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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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4 6,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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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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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2 2,511

17. 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應付予一間關連公司之租金（附註） 2,263 1,981

與共同控制機構之交易

商品銷售 1,325 10,022

已收佣金及管理費 3,642 2,396

已收租金 745 625

購買物料 7,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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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連人士交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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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結算日後事項

於結算日後，本集團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與一第三者簽訂

一項協議，以收購一間瑞士公司之80%權益。該項交易定期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

五日完成。該交易之進一步資料於適當時間以刊登通告形式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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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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仙及特別股息每股2.5仙（二零零一年：中期

股息每股2.5仙及特別股息每股2.5仙）。中期及特別股息將約於二零零二年十一

月八日派付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六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二

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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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

一日（星期四）下午四時前送交本公司位於香港干諾道中111號永安中心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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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年報內所預測，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之業績取得

明顯改善。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溢利分別為485,004,000

港元及69,492,000港元，分別較二零零一年同期上升約26%及85%。每股基本盈利

為12.36港仙，增長約77%。

染整機械製造

立信染整機械有限公司（「立信染整」）

於回顧期內，此染整機械製造業務仍為本集團增長之原動力，佔本集團營業額約

67%。

誠如上年度年報所述，立信染整成功推出一系列環保ECOTECH型號，且廣受市

場歡迎。集團可藉此壯大旗下之FONG’S品牌知名度，並可大大提昇其產品競爭

力。此業務錄得強勁增長，銷售額達326,93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攀升44%。此業

務有所增長，乃由於繼中國近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後，中國紡織業表

現回升，且市場氣氛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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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對質量之需求愈來愈高，為此，立信染整正購置及安裝新設備以提昇其生產

力，其目標乃於年底前將現有產量增加，從而令每月產量達約200台機械。

不𣁾鋼材貿易

立信鋼材供應有限公司

於回顧期內，此項不𣁾鋼材貿易業務之溢利亦較去年同期上升。銷售額為

134,978,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28%。

誠如上年度年報所述，不𣁾鋼之價格由二零零二年初起開始趨於穩定。管理層認

為，此貿易業務可望於下半年繼續取得良好業績。

不𣁾鋼鑄造

泰鋼合金（香港）有限公司

於回顧期間，此不𣁾鋼鑄造業務保持平穩，其營業額由28,515,000港元微降至

23,094,000港元，基於能嚴格控制成本並提昇生產效率，邊際利潤反告上升。

對比去年同期，表面上銷售額是有所下降，原因是管理層已採納一項策略以爭取

更高毛利之產品銷售訂單。同時，歐元最近升值，為此業務帶來利好影響。由於歐

洲客戶之銷貨乃以歐元訂價，歐元升值可減低客戶之外㶅風險，從而紓緩議價壓

力，並提高了產品之邊際利潤。

該業務策略之一為逐步轉型業務，將業務重點由生產較低檔次之傳統砂鑄產品轉

移至生產較高檔次之精密鑄件產品及機加工，藉以提高售價及邊際利潤。近期，

市場對鑄件產品之需求呈回升之勢，營業額可望於下半年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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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增強競爭力，管理層將繼續擴大產品系列，並銳意擴大北美洲及日本之

客戶基礎。隨著公司於下半年推出更具價格競爭力之新產品，管理層預期營業額

可望持續上升。

共同控制機構

立信門富士紡織機械有限公司（「立信門富士」）

隨着過去兩年所作的投資，配合於深圳約達7,000平方米之生產廠房，令立信門富

士之生產能力較二零零一年同期增強逾50%。此外，新設施及運作亦有助此合營

企業減低生產成本並提昇產品質素。

MONFONGS拉幅定型機之銷售額由42,400,000港元飆升至82,700,000港元，成績

斐然，實有賴其獨特之設計，亦足見管理層在開拓中國市場方面之成就。立信門

富士現穩佔優勢位置，致力擴大其產品系列、提昇生產效能、提高市場地位及增

闢客戶基礎。

此業務已立足國內市場，定能發揮優勢，抓緊中國加入世貿所湧現之無限商機，

並在集團之市場推廣網絡之基礎上締造相得益彰之效益。董事會深信立信門富士

將於來年為本集團創造驕人成績。

聯營公司

佛山東亞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東亞」）

（佔30%股權之聯營公司）

基於市場價格競爭熾烈，佛山東亞所從事之色織布匹與相關產品製造及銷售業務

難免受到若干程度上之不利影響。然而，有賴佛山東亞擁有穩固之客戶基礎，且

已實行適當措施以提高生產效率及產品質素，於回顧期間之經營業績仍保持穩定，

並為本集團帶來實質貢獻。

佛山東亞之管理層已採取措施，務求加強控制整體成本、進一步擴𡚸客戶基礎及

擴大海外市場之覆蓋範圍，藉以保持本身於市場上之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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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儘管全球地域政治現行發展帶來多項不明朗因素，且除非有不可預見之情況可能

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重大影響外，董事會對本財政年度業績仍深感樂觀，有關原

因已載於本公司之二零零一年年報內。

主要原因為：「亞洲及中國紡織業在價格、質素及付運方面具備雄厚實力在國際

市場上競爭；其次，中國最近加入世貿，成為本集團客戶銳意擴展業務及提昇生

產機器質素之信心來源及誘因。最後，息率持續低企亦有利於進行資本性投資」。

此外，中國及亞洲區內本土對紡織及成衣之消費明顯扮演著重要之角色，其於有

關紡織業所帶來之需求有助減低西方國家出口需求下降所帶來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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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相信本集團具充裕財務資源，足

以應付所需之現金流量。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在扣除借貸總額後，本集團之淨額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為82,670,000港元。於二零零二年，由於本集團錄得淨額現金及銀行結餘，故並無

負債比率提供。流動比率為1.74，反映流動資金處於穩健水平。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約為93,130,000港元，其中約52%以本集團名

下若干資產作抵押。逾93%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其餘則須於兩年內償還。大

部份銀行借貸均在香港籌措，其中約19%為港元，79%為美元，其餘則為各種外幣。

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主要按浮動利率計算利息。

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79,490,000港元，其中約67%為港元，14%為歐元，14%為美

元，4%為人民幣，其餘則為各種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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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其附屬公司）約僱用2,300名僱員。本集團

乃根據現行市場薪金水平、有關公司、僱員之表現及當地政府之勞工法例釐定薪

酬政策。附帶福利包括提供公積金及培訓。此外，本公司亦會按照已獲批准之購

股權計劃之條款不時授出購股權。

董事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公開權益）條例（「公

開權益條例」）第29條而設之登記冊內或須依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而知會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有關彼等於本公司擁有之普通股股份

權益如下：

持有普通股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其他權益

方壽林先生 10,506,000 －

方國樑先生 1,550,000 342,575,601*

方國忠先生 1,838,000 342,575,601*

卓漢堅先生 400,000 －

潘杏嬋小姐 250,000 －

* 該342,575,601股股份由二項全權信託所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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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者及由若干董事以信託形式代本集團持有附屬公司之若干受託股份外，於

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繫

公司（按公開權益條例所界定）任何證券之實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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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可認購

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行使期 尚未行使 於期間獲授予 於期間內行使 尚未行使

僱員

二零零一年 0.48港元 二零零一年 1,050,000 － 900,000 150,000

四月十九日 四月十九日至

二零零四年

四月十八日

本公司股份於緊接行使購股權前之加權平均收市價為1.37港元。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任何董事獲授予或行使任何購

股權。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務證券之權利

於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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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

除上述所披露若干董事之權益外，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遵照公開權益條例

第16(1)條而設存之登記冊所載，概無任何人士於該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

或以上之股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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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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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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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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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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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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