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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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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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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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385,781 426,762
銷售成本 (259,889) (270,552)

毛利 125,892 156,210
其他收入 4,216 1,409
分銷費用 (15,846) (19,106)
行政費用 (54,896) (58,332)
其他經營費用 (12,558) (15,574)

經營溢利 46,808 64,607
財務費用 6 (7,066) (8,036)
投資收益 1,148 72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69 (419)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機構業績 443 －

稅前溢利 42,402 56,874
稅項 7 4,853 9,268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37,549 47,606
少數股東權益 － (16)

股東應佔溢利 37,549 47,622

股息 8
中期 14,104 16,259

特別 14,104 －

每股盈利 9
基本 6.98仙 9.38仙

經攤薄 6.97仙 9.3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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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新編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1,178 236,088
無形資產 890 1,156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57,368 56,487
於一間共同控制機構之權益 11 15,424 11,324

314,860 305,055

流動資產
存貨 172,227 175,536
營業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08,578 114,075
借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 － 142,200
一間共同控制機構之欠款 5,672 3,150
可收回稅項 4,816 3,877
銀行結存、存款及現金 122,299 72,590

413,592 511,42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91,613 132,879
應付票據 12,856 17,542
應付稅項 11,621 11,843
財務租約承擔（一年內到期） 3,504 3,217
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113,235 122,371

232,829 287,852

流動資產淨額 180,763 223,576

495,623 52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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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新編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56,474 52,439
儲備 15 429,437 461,847

485,911 51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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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 3,063
銀行貸款（一年後到期） 6,656 9,992

8,422 13,055

495,623 528,631

簡明綜合已確認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未於簡明綜合收益表內確認
折算海外附屬公司及聯營
公司時產生之㶅兌差額 (19) (161)

期內溢利 37,549 47,622

已確認收益及虧損總額 37,530 4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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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 17,699

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現金流出淨額 (89,216)

已付稅項 (5,956)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122,680

融資前現金流入淨額 45,207

融資之現金流入淨額 4,52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 49,729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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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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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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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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而

編製，惟本集團基於上市規則之過渡條文而未有於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呈列比較數

字。

本簡明財務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全年賬目所依循者相符，惟關於擬派股息之會計政策因採用會計實務準則第

9號（修訂）「結算日後事項」而有所變動。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配合現時期

間之呈列方式。

3. 上年度之調整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修訂）「結算日後事項」，於結算日後擬派或宣派之股息

不再確認為結算日之負債。此項會計政策之變動已獲追溯並應用。因此，截至二零

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擬派末期及特別股息約79,000,000港元已作出調整

並於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中列入儲備及於簡明財務報告附註內披露。

4. 分類資料

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業額及對經營溢利之貢獻按主要業務

及地域分析如下：－

營業額 經營溢利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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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主要業務

製造及銷售

染整機械 187,416 236,343 38,788 46,139

不𣁾鋼材貿易 130,222 143,753 4,879 13,661

機械零配件貿易 39,628 28,515 1,425 4,592

製造及銷售不𣁾鋼

鑄件產品 28,515 18,151 1,716 215

385,781 426,762 46,808 6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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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經營溢利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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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地域

香港 163,153 207,304 24,851 20,988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除外） 122,713 136,593 14,167 28,932

亞洲太平洋地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

除外） 52,399 41,794 4,520 9,069

歐洲 29,775 25,927 1,936 2,524

北美洲及南美洲 9,420 9,862 594 1,803

其他地區 8,321 5,282 740 1,291

385,781 426,762 46,808 64,607

5. 折舊／攤銷

期內，本集團在物業、廠房及設備方面之折舊約 9,609,000港元（二零零零

年：9,109,000港元）而本集團之無形資產攤銷約為267,000港元（二零零零年：981,000

港元）。

6.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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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0 6,142

財務租約承擔 248 192

銀行費用 1,375 1,702

貼現費用 203 －

7,066 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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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包括：－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利得稅 2,367 7,183
海外稅項 2,428 1,975

4,795 9,158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海外稅項 58 110

4,853 9,268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二零零零年：16%）計算。

海外稅項乃按照有關個別區域現行之稅率計算。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2.5仙
（二零零零年：3.0仙） 14,104 　16,259

特別股息每股2.5仙
（二零零零年：無） 14,104 －

9. 每股盈利

基本及經攤薄之每股盈利乃按期內股東應佔溢利 37,549,000（二零零 零
年：47,622,000港元）及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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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071,733 507,943,559

普通股股份之潛在攤薄影響
－購股權 503,754 514,776
－認股權證 － 2,662,404

計算經攤薄之每股盈利之
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538,575,487 511,12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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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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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24,000港元。

11. 於一間共同控制機構之權益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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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淨額 8,399 (693)
借予一間共同控制機構之貸款 7,025 12,017

15,424 11,32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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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營業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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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51 61,566
31－60天 7,417 8,417
61－90天 3,744 6,222
超過90天 1,852 －

68,064 76,205
押㶅應收款項 21,207 12,244
其他應收款項 19,307 25,626

108,578 11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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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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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48 38,596

31－60天 704 11,800

超過60天 3,764 3,540

32,916 53,936

訂金及暫收款項 24,184 25,8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4,513 53,143

91,613 132,879

14. 股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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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386,285（二零零零年：495,512,366）股 52,439 49,551

行使認股權證 － 2,749

行使購股權 4,275 447

購回股份 (240) (308)

期／年終時，每股面值0.10港元

普通股564,740,285（二零零零年：

524,386,285）股 56,474 5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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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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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一年

一月一日

－原本編列 202,213 696 (14,723) 156,991 － 38,134 383,311

－上年度調整

（附註3） － － － － 78,536 － 78,536

－重新編列 202,213 696 (14,723) 156,991 78,536 38,134 461,847

購回股份溢價 (1,241) － － － － － (1,241 )

發行股份溢價 16,250 － － － － － 16,250

購回股份轉賬 － 240 － (240) － － －

因海外附屬公司及

聯營公司之折算

產生之㶅兌差額 － － (19) － － － (19 )

期內溢利 － － － 37,549 － － 37,549

已付股息 － － － (6,413) (78,536) － (84,949 )

股息

－中期 － － － (14,104) 14,104 － －

－特別 － － － (14,104) 14,104 － －

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217,222 936 (14,742) 159,679 28,208 38,134 429,437

16. 或然負債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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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7 10,506

就給予一間共同控制機構

銀行融資而給予銀行之擔保 1,650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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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資本承擔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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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18

18. 有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應付予一間關連公司之租金（附註） 1,981 1,957

與共同控制機構之交易

商品銷售 10,022 841

已收佣金及管理費 2,396 －

已收租金 625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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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五日，本集團訂立一項協議，將其於Sunshine City Limited（當時

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之全部股份及股東貸款權益出讓予一位獨立第三者，總代價

為18,301,158美元（相當於約142,200,000港元），當中包括現金代價18,018,018美元

（相當於約140,000,000港元）及轉讓一所辦公室樓宇之土地使用權，其價值經董事

會估值之估計價值為283,140美元（相當於約2,200,000港元）。該交易已於二零零一

年四月十二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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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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仙（二零零零年：3.0仙）及特別股息每股2.5仙

（二零零零年：無）。中期及特別股息將約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派付於二零

零一年十一月八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五日

至十一月八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獲享中期股息／特別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一年十一

月二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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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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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績概要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約385,780,000港元

（二零零零年：426,760,000港元）及股東應佔溢利約37,55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

47,62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6.98仙（二零零零年：9.38仙）。

染整機械製造

立信染整機械有限公司

回顧期內，此項核心業務的染整機械及機械零配件銷售營業額與去年同期比較下

跌14.3%，主要受到市場氣氛轉趨保守及主要紡織品及成衣進口國家經濟放緩影

響。儘管如此，憑藉我們堅毅不撓的努力，致力提高營運效率及推行成本控制措

施，此項業務仍然能保持理想的經營溢利。

為進一步鞏固於市場的競爭優勢，我們將繼續努力提昇技術及進一步改良機械設

計和機械的運作效率。

最近，我們與本港一家大學合作，贊助進行一項題為「濕式氧化法處理紡織漂染

污水」的研究項目，研究目的旨在於我們的機械應用該科技，使其更符合環保精

神，舒緩紡織漂染業所面對的污水處理問題與所涉及成本日益增加的影響。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在即，董事會深信中國對本集團機械的需求將

持續強勁，亦相信該業務將於來年維持理想，而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度的訂單水平

將維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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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𣁾鋼材貿易

立信鋼材供應有限公司

儘管不𣁾鋼價格自二零零零年八月起從高位約每噸1,600美元下降至現水平每噸

1,300美元，不𣁾鋼材貿易業務仍然錄得營業額約130,220,000港元，與去年比較下

跌9.4%，其經營溢利因而下降64.3%至約4,900,000港元。

我們已密切監察存貨及應收賬款水平，以減少壞賬及縮短營運資金週期。預期不

𣁾鋼的價格將於現水平趨於穩定，而不𣁾鋼佔我們所生產原料的比重甚高，所以

此項趨勢對本集團整體有利。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存貨及成本控制措施，以於來年

恢復整體盈利能力。

不𣁾鋼鑄造

泰鋼合金（香港）有限公司

不𣁾鋼鑄造產品的營業額約28,510,000港元，上升57.1%，而其經營溢利與去年同

期比較更由220,000港元上升至1,720,000港元。

此項業務的主要市場為美國及歐洲。具高增值的精密機加工業務得到客戶支持，

有較佳邊際利潤且相信具備強勁增長潛力。

此外，此項業務亦為本集團核心業務染整機械製造扮演輔助角色，並為提昇本集

團整體營運效率作出貢獻。

共同控制機構

立信門富士紡織機械有限公司

定型機成功推出市場，市場反應令人鼓舞，其品牌「MONFONGS」於中國大陸市

場更以性能卓越價格實惠而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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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雙方合作愉快，且生產效率經過共同努力後已大有增長。預期生產量與去年

比較將有接近兩倍增長。

憑藉立信的廣闊客戶基礎與專業生產知識及德國合作夥伴的先進科技，此合營企

業於成本、付運時間、產品質素、服務水平及市場推廣方面的競爭力均獲得加強。

董事會深信，此項業務將於來年為本集團帶來令人滿意的業績。

聯營公司

佛山東亞股份有限公司

於回顧期內，佛山東亞股份有限公司之製造及銷售色織布匹和相關產品業務的營

業額和溢利均有穩健增長。

預期亞洲區內消費意欲將有所改善，再加上去年之重整計劃提升了產品質素及生

產效率，我們滿懷信心上述業務於下半年度將持續向好，並取得理想業績。

展望

董事會認為，二零零一年對本集團而言充滿了挑戰。然而，憑藉審慎的管理及明

確的策略，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已取得有利位置，所經營業務可持續增長。

展望未來，中國加入世貿在即，即使仍有若干不明朗外在因素，本集團定必可藉此

受惠。與此同時，本集團將會加強其競爭優勢，把握中國紡織業機械現代化所帶來

之商機。

本集團的信念是矢志成為染整機械製造業界中首屈一指的翹楚。

流動資產及資金資源

本集團業務主要由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及往來銀行之銀行信貸提供資金。期內，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維持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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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四月，本公司授出合共43,800,000份購股權予本公司及旗下附屬公司

若干董事及僱員，以按認購價0.48港元至0.51港元認購本公司之股份。回顧期內，

42,750,000份購股權已獲行使，增加約20,520,000港元資本。購股權計劃詳情已於

二零零零年年報中披露。此外，本集團於期內出售Sunshine City Limited全部權益，

所獲淨現金流入約140,000,000港元。

因此，本集團借貸淨額由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66,050,000港元減低

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約2,860,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股東資金相對本集

團總借貸淨額比率）因而得以由0.13下降至0.01。流動比率則為1.78，彰顯出穩健

之流動資產狀況水平。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約為119,890,000港元，其中約58%由本集團

若干資產作抵押。逾94%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而餘下貸款的還款期則為二

至五年。大部分銀行貸款乃來自香港並以港幣計算。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主要按浮

動利率計息。

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22,300,000港元，當中約82%以港幣計算，8%以美元計算，6%

以人民幣計算，而餘下款額則以其他外幣計算。

回顧期內，外匯㶅率波動對本集團並無顯著影響。

人力資源

本集團定期檢討薪酬政策，而薪酬待遇則按本集團業務經營之有關國家之市場慣

例釐定。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2,100名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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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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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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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0 342,575,601*

卓漢堅先生 1,000,000 －

潘杏嬋小姐 5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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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干受託股份外，於二零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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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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務證券之權利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九日所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各董事

於期內獲授予及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董事姓名 授予日期 於一月一日 獲授予 已行使 於六月三十日

方壽林先生 19.4.2001 － 10,000,000 10,000,000 －

李志超先生 19.4.2001 － 6,000,000 6,000,000 －

方國樑先生 19.4.2001 － 1,200,000 1,200,000 －

方國忠先生 19.4.2001 － 1,000,000 1,000,000 －

卓漢堅先生 19.4.2001 － 1,500,000 1,500,000 －

徐達明博士 19.4.2001 － 1,500,000 1,500,000 －

潘杏嬋小姐 19.4.2001 － 1,000,000 1,000,000 －

上述購股權可於獲授予後三年內隨時行使，以每股0.48港元之行使價認購本公司

股份。上述各獲授購股權人士已按該計劃規定繳付1.00港元予本公司作為獲授購

股權之代價。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未有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除上述者外，於截至二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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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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除上述所披露若干董事之權益外，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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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透過聯交所購回其本身股份

如下：－

每股0.10港元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一年二月 210,000 0.57 0.53 118,300

二零零一年三月 600,000 0.58 0.56 346,000

二零零一年六月 1,586,000 0.65 0.63 1,016,580

2,396,000 1,480,880

以上股份在購回後已予以註銷，而該等股份之面值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減除。

購回時所付之溢價約1,241,000港元已於股份溢價賬中扣除。相當於該等已註銷股

份面值之數額約240,000港元已由保留溢利賬轉往資本贖回儲備賬。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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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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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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截至二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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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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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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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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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