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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高力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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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未經
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1,199,166 981,737

銷售成本 (1,034,850) (790,172)

毛利 164,316 191,565

其他收入 7,297 11,449

利息收入 1,278 1,700

銷售及分銷成本 (51,147) (43,577)

行政費用 (98,640) (88,863)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14,227 (4,063)

財務費用 6 (7,510) (5,760)

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344 154

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3,366) (2,050)

除稅前溢利 26,799 60,555

所得稅開支 7 (8,394) (12,596)

本期間溢利 8 18,405 4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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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11,611 (7,709)

－可供出售之投資公平值之虧損 (999) (42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10,612 (8,13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9,017 39,825

應佔本期間溢利：
本公司股東 12,850 42,069

非控股權益 5,555 5,890

18,405 47,959

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21,460 35,459

非控股權益 7,557 4,366

29,017 39,825

每股盈利 10

基本及攤薄 2.29港仙 7.4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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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1 3,910 3,9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472,923 426,770

預付租賃款項 13,431 13,302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4,382 4,038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5,068 5,068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1,486 9,602

可供出售之投資 13 2,385 3,384

存於保險公司之存款 11,683 11,213

租金及其他按金 6,238 2,912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之訂金 2,805 11,230

534,311 491,429

流動資產
存貨 461,626 230,86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2 696,886 612,386

預付租賃款項 454 444

可收回之所得稅 310 163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 253

可供出售之投資 13 5,029 –

銀行結存及現金 346,465 574,941

1,510,770 1,41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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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4 214,582 228,339
應付股息 9 16,858 –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3,200 14,970
應付所得稅 16,649 11,222
銀行借貸 15 666,926 502,920
融資租約承擔 722 813
認沽期權對非控股股東產生之責任 16 – 31,050
財務衍生工具 16 – 12,474

918,937 801,788

流動資產淨值 591,833 617,265

1,126,144 1,108,69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56,192 56,192
股份溢價及儲備 973,030 967,324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029,222 1,023,516
非控股權益 48,734 34,304

總權益 1,077,956 1,057,820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5 25,833 28,333
遞延稅項負債 21,685 21,545
融資租約承擔 670 996

48,188 50,874

1,126,144 1,10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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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中國法定
收益儲備

資產
重估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56,192 316,466 28,409 11,303 745 2,754 (8,948) 591,017 997,938 33,809 1,031,747

本期間溢利 – – – – – – – 42,069 42,069 5,890 47,959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 – (6,185) – – – – – (6,185) (1,524) (7,709)
可供出售之投資公平值之虧損 – – – – – (425) – – (425) – (425)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6,185) – – (425) – 42,069 35,459 4,366 39,825

已宣派股息（附註 9） – – – – – – – (19,667) (19,667) – (19,667)
已付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3,486) (3,486)
儲備間之轉撥 – – – 1,097 – – – (1,097) – – –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6,192 316,466 22,224 12,400 745 2,329 (8,948) 612,322 1,013,730 34,689 1,048,419

本期間溢利 – – – – – – – 30,601 30,601 6,593 37,194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 – (13,331) – – – – – (13,331) (3,609) (16,940)
可供出售之投資公平值之收益 – – – – – 1,055 – – 1,055 – 1,055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虧損 – – – – (110) – – – (110) – (110)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13,331) – (110) 1,055 – 30,601 18,215 2,984 2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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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中國法定
收益儲備

資產
重估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已付股息（附註 9） – – – – – – – (8,429) (8,429) – (8,429)
已付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3,369) (3,369)
儲備間之轉撥 – – – 12,024 – – – (12,024) – – –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56,192 316,466 8,893 24,424 635 3,384 (8,948) 622,470 1,023,516 34,304 1,057,820

本期間溢利 – – – – – – – 12,850 12,850 5,555 18,40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 – 9,609 – – – – – 9,609 2,002 11,611
可供出售之投資公平值之虧損 – – – – – (999) – – (999) – (999)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9,609 – – (999) – 12,850 21,460 7,557 29,017

增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附註c） – – (879) – – – (12,238) 14,221 1,104 11,370 12,474
已宣派股息（附註 9） – – – – – – – (16,858) (16,858) – (16,858)
已付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4,497) (4,497)
儲備間之轉撥 – – – 32 – – – (32) – – –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6,192 316,466 17,623 24,456 635 2,385 (21,186) 632,651 1,029,222 48,734 1,077,956

附註：

(a)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定收益儲備是中國有關法例所規定，適用於中國附屬公司作企業發展用
途之儲備。

(b) 其他儲備指：

(i) 因增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而作出150,000港元之調整及被視作出售其於一間附屬公司部分權
益而作出599,000港元之調整。

(ii) 因增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而作出8,820,000港元之調整。

(iii) 誠如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附註(b)(ii)所載，因豁免應付一名前非控股股東款項而被視作其注資
之621,000港元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有關。

(c) 有關金額指因非控股股東行使認沽期權後本公司股東應佔增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而作出之非控股權
益轉撥至有關儲備以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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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耗現金淨額 (276,820) (18,819)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8,430) (9,106)
向一間聯營公司墊款 (5,250) –
購買可供出售之投資 (5,021)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之訂金 (2,482) (20,42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5,089 365
其他 1,230 1,662
提取三個月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 100,000

投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54,864) 72,501

融資活動
新增信託收據貸款 673,004 269,152
新增銀行貸款 165,427 117,219
信託收據貸款之還款 (534,283) (264,731)
償還銀行貸款 (147,917) (115,747)
於非控股股東行使認沽期權後 
增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附註16） (31,050) –

非控股股東之還款 (11,770) (78)
已付利息 (8,419) (5,336)
已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4,497) (3,486)
融資租約承擔之還款 (417) (516)

融資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100,078 (3,52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231,606) 50,159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74,941 381,064

外匯兌換率變動影響 3,130 (2,601)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即銀行結存及現金 346,465 42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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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合交易所」）
上市。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財務工具以公平值計量（如適用）。

除下文所述外，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
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所頒佈切合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就未實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的一部分

於本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所載之
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有關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就融資活動產生之負債變動（包括
現金流量引致之變動和非現金變動）之額外披露，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
合財務報表內提供。

就本集團於現有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應用新訂會計政策

倘本集團於現有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不會導致其失去對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以權益交易入賬。
本集團之相關權益組成部分（包括儲備及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均予以調整，以反映彼等於附屬公司
相關權益之變動。重新歸屬相關權益組成部分後，經調整之非控股權益金額與已支付或已收取代價
之公平值間之任何差額乃直接於權益確認，並歸屬於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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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類資料

收入指就本集團向外部客戶售出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減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

就資源分配及評核分類表現向本集團主席及副主席（即主要營運決策人）報告之資料集中於已售各種
貨品之類別。

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本集團之經營及可報告分類如下：

1. 金屬產品
2. 建築材料

此外，本集團涉及塑料產品及印刷物料之業務已彙集並呈列為其他業務。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收入及業績按可報告分類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金屬產品 建築材料
可報告

分類總額 其他業務 撇銷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437,746 741,468 1,179,214 19,952 – 1,199,166
分類項目間之銷售 2,676 39 2,715 – (2,715) –

總計 440,422 741,507 1,181,929 19,952 (2,715) 1,199,166

分類業績 39,196 10,010 49,206 (2,603) 141 46,744

未分配之其他收入 1,427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0,840)
財務費用 (7,510)
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344
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3,366)

除稅前溢利 2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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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金屬產品 建築材料
可報告

分類總額 其他業務 撇銷 合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416,801 519,955 936,756 44,981 – 981,737
分類項目間之銷售 4,647 – 4,647 – (4,647) –

總計 421,448 519,955 941,403 44,981 (4,647) 981,737

分類業績 44,992 35,181 80,173 (2,939) 54 77,288

未分配之其他收入 2,351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1,111)
認沽期權衍生工具公平值之虧損 (317)
財務費用 (5,760)
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154
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2,050)

除稅前溢利 60,555

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業績指來自╱承自各分類之毛利或毛虧，已扣除
各分類直接應計之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費用，並未分配若干其他收入、企業開支、認沽期權衍
生工具公平值之虧損、財務費用及佔一間合營企業及一間聯營公司業績。此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
核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資料之形式。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認沽期權衍生工具公平值之虧損（附註18） – 31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729) (269)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570) 2,919
呆壞賬（撥備撥回）撥備淨額 (7,928) 1,096

(14,227) 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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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項目之利息：

銀行借貸 8,240 5,710
融資租約 35 50

8,275 5,760
減：計入合資格資產成本之金額 (765) –

7,510 5,760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本期間
香港 6,355 4,356
中國其他地區 3,496 6,789

9,851 11,14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 – 103
中國其他地區 (1,597) 1,108

(1,597) 1,211

遞延稅項 140 240

8,394 12,596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此外，本公司一間位於天津之中國附屬公司符合「高新技術企業」之資格。因此，自二零一六年起再
續計三年內，此中國附屬公司按企業所得稅稅率15%繳稅。

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中國企業實體向香港居民公司（即所收取股息之實益擁有人）分派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後產生之溢利時須繳納預扣稅，稅率為5%。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已就有關
溢利之暫時差額全數計提遞延稅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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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期間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

攤銷預付租賃款項 225 23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8,469 19,239
撥回撇減存貨（包括於銷售成本） (11,071) (7,163)

9. 股息

於本期間，本公司已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3.5港仙）。於本期間，本
公司應派末期股息合共16,85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667,000港元）。

於中期期間結束後，董事決定向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付
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1.5港仙）。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12,85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42,069,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561,922,500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61,922,500股）計算。

由於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潛在發行普通股，因此並未呈列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並沒有假定行使一間附屬公司股份之書
面認沽期權，乃因有關期權具反攤薄作用。



2017中期報告 14

11. 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乃按與本集團概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
師利駿行測量師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進行估值釐定。估值乃經參考同類物業成
交價之市場資料達致。董事認為，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間投資
物業之公平值概無重大變動。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59,74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399,000港元）以提升其產能。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出售賬面總值36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6,000港元）
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 617,192 550,50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79,694 61,885

696,886 612,386

除現金銷售外，本集團給予客戶之信貸期介乎30至90日。

於報告期末（約為各自收入確認日期），貿易及票據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按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
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285,254 240,117
31至60日 177,024 160,655
61至90日 85,822 74,838
91至120日 39,789 31,009
超過120日 29,303 43,882

617,192 5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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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供出售之投資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投資的構成為：
存款證（附註） 5,029 –
於德國之上市股本證券 2,385 3,384

總計 7,414 3,384

為呈報所作分析如下：
流動資產 5,029 –
非流動資產 2,385 3,384

7,414 3,384

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可供出售之投資包括定息年息1.40%的存款投資，其市價於香
港金融管理局之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報價，且預期將於報告日期後一年內出售。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118,217 119,855
應計費用、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賬款 96,365 108,484

214,582 228,339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66,405 52,958
31至60日 38,393 39,492
61至90日 6,350 20,011
91至120日 4,442 2,857
超過120日 2,627 4,537

118,217 11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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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銀行借貸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新增銀行貸款及信託收據貸款分別165,427,000港元及673,004,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7,219,000港元及269,152,000港元）以及償還銀行貸款及信託收據
貸款分別147,917,000港元及534,28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5,747,000
港元及264,731,000港元）。於本期間內，所有新增銀行借貸為無抵押，並有集團公司提供之企業擔保。
於報告期末之銀行借貸按市場利率計息，實際借貸年利率介乎1.07%至7.50%（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27%至7.25%）。

16. 認沽期權對非控股股東產生之責任╱財務衍生工具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本公司與富鴻五金廠有限公司（「富鴻」，本集團持有77%權益之附屬公司）
之非控股股東（「持有人」）訂立一份期權契約，據此，本公司向持有人授出可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行使期」）行使之認沽期權（「認沽期權」）。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一日，本公司與持有人訂立一份補充期權契約以將行使期之限期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延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人有權於行使期內向本公司出售並要求本公司以現金代價收購持
有人於富鴻之餘下全部股本權益。代價將參考持有人應佔富鴻截至緊接認沽期權行使日期前一個月
止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另加溢價12,650,000港元計算，即每股期權股份2.75港元，最高
總代價為31,05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持有人行使認沽期權向本公司出售，並要求本公司收購所有持有人於
富鴻剩餘23%的權益，現金代價為31,050,000港元。據此，認沽期權對非控股股東產生之責任
31,050,000港元已結清，而財務衍生工具12,474,000港元已終止確認。有關非控股權益11,370,000
港元已轉撥至保留溢利及匯兌儲備，而該等調整產生之差額乃於其他儲備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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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800,000,000 18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561,922,500 56,192

18. 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公平值按循環基準以公平值計量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部分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乃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如何釐定該等財務資產
及財務負債之公平值之資料（特別是所用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以及按公平值計量輸入數據之可觀
察程度將公平值計量分為公平值等級（第一級至第三級）。

• 第一級公平值計量由完全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調整）得出；
•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由不包括第一級報價之資產或負債之直接（如價格）或間接（如源自價格）可

觀察輸入數據得出；及
•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由包括並非以可觀察市場數據（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基礎之資產或負債輸

入數據之估值技術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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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產╱
財務負債 公平值於 公平值等級

估值技術及
主要輸入數據

重大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

不可觀察輸入
數據與公平值
之關係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供出售之投資 資產 –
7,414,000港元

資產 –
3,384,000港元

第一級 於活躍市場之買入
報價

不適用 不適用

認沽期權對非控
股股東產生之責
任

不適用 負債 –
31,050,000港元

第三級 參考緊接認沽期權
行使日期前一個月
止期間持有人應佔
富鴻未經審核綜合
資產淨值另加溢價
12,650,000港元，相
當於每股期權股份
2.75港元，最高總代
價為31,050,000港
元。

富鴻之資產淨值 資產淨值較低，代價
亦較低。

於簡明綜合財務
狀況表分類為財
務衍生工具之認
沽期權衍生工具

不適用 負債 –
 12,474,000港元

第三級 二項式期權定價模
式

主要輸入數據為富
鴻之權益價值、富鴻
股份之行使價、無風
險利率、行使期、股
息率及波幅。

富鴻之權益價值以
收入法得出，為每股
3.969港元。主要輸
入數據為富鴻之未
經審核綜合資產淨
值及現金流量預測，
以及按資本資產定
價模式得出之投資
者預期回報為年利
率17.30%。

波幅乃基於可資比
較股份之平均引伸
波幅釐定為30.96%。

未經審核綜合資產
淨值微升將導致公
平值微跌，反之亦
然。

預測溢利微升將導
致公平值微跌，反之
亦然。

投資者之預期回報
微升將導致公平值
微升，反之亦然。

波幅微升將導致公
平值微升，反之亦
然。

董事認為，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攤銷成本入賬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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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負債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對賬

認沽期權對非控股股東
產生之責任 認沽期權衍生工具 總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 31,050 31,050 12,474 12,660 43,524 43,710
公平值之虧損 – – – 317 – 317
期內獲行使 – – (12,474) – (12,474) –
期內結算 (31,050) – – – (31,050) –

於期末 – 31,050 – 12,977 – 44,027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公平值之虧損317,000港元計入載於附註5其他收益及虧損。

19.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並未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撥備之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支出 13,412 60,011

20. 資產抵押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將下列資產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取得銀行信貸之擔保：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在建工程 81,084 8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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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聯方披露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曾與關聯方進行下列交易：

貿易購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貿易銷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利息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間聯營公司 – 16 – 61 209 210

與關聯方之間的結餘已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披露。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向身為主要管理人員之董事所支付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9,968 9,487
離職後福利 228 213

10,196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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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金屬產品和建築材料是期內兩大核心業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總額為1,199,166,000港元，比去年同
期增加22%。扣除非控股權益後，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12,850,000港元，相對上年同
期減少69%。

溢利大幅減少主要是期內鋼材分銷業務表現欠佳，及兩大新開發項目，包括高端起重用
鋼絲繩和建築用螺紋鋼加工廠各項前期開支未能產生效益。

董事會已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

金屬產品

該業務主要由在國內的卷鋼加工、鋼絲和鋼絲繩產品組成。期內收入為440,422,000港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5%。利息和稅前溢利為39,19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3%。

國內的製造業目前面對很大的挑戰，商品價格上升令原材料成本增加，但激烈的市場競
爭令增加的成本不能轉嫁到下游買家。特別目前國內對製造業環保監管前所未有地嚴苛，
令企業環保費用大幅上升，不少中低端金屬產品製造企業面臨結業。

期內集團的金屬產品業務雖然同樣面對以上各項挑戰，在團隊的不懈努力下，特別是電
梯繩產品不斷向高端，代替進口產品領域發展，基本上仍能維持穩定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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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起重鋼絲繩產品仍處於開發階段，各項開發期的費用開支對業績帶來一定壓力，拖
低溢利表現。新產品開發，特別是高端產品的開發會在一段時間內對業績有負面壓力是
在預期內，並沒有影響管理層對發展高端鋼絲繩產品的決心和信心。

建築材料

該業務主要是由混凝土、建築用鋼材加工、分銷和其他建築材料業務組成。期內收入為
741,50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3%，收入增加主要是建築鋼材產品期內價和量都
有所上升。利息和稅前溢利為10,01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72%，主要是鋼材
分銷業務期內錄得虧損。

期內中國政府大力縮減鋼鐵產能，以環保手段關、停不少中、小型鋼廠，使中國的鋼鐵
市場供求起了很大變化，鋼材價格大幅上升。香港建築鋼材近年主要靠國內供應，國內
鋼材價格不穩定及供應緊缺很大程度影響香港鋼材分銷業界，普遍需要以高價採購來維
持對合約客户供應而導致虧損。

混凝土期內業績仍能維持令人滿意。今年以來，由於市場競爭令混凝土業務的價格和毛
利率均下降，管理層期內通過控制包括材料在內的各項成本，同時增大規模量，盡量維
持穩定業績。

建築用螺紋鋼加工是集團近年另一項開發性項目，新投資擴充的大埔工業邨廠房可望年
底前完成廠房建造和所有設備安裝，明年開始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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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為346,465,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574,941,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
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相比）為1.64:1（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7:1）。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為694,15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33,062,000港元）。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幣值主要為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本集團相
信外匯風險有限。就人民幣匯率波動而言，管理層將繼續監察人民幣之外匯風險，並將
採取審慎之措施以減低貨幣風險。

資本結構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之資本結構並無重大變動。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
發行普通股數目為561,922,500股（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1,922,500股）。於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為1,029,22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023,516,000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淨資產負債比率（借貸總額減銀行結存及現金與總權益相比）
為0.32:1（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4:1）。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452名員工。薪酬乃參考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
驗以及當前業內慣例釐定。本集團提供強制性公積金褔利予香港僱員。此外，本集團會
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五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授予合資格僱員購股權作為激勵或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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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二零一七年是集團業務面對挑戰較大的一年。鋼材價格大幅波動、國內製造業要面對嚴
苛的環保監管，加上包括高端起重鋼絲繩和建築鋼材加工兩大項目還在前期投資階段，
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體現效益。以上不利因素均對集團短期業績表現構成壓力。但集團業
務根基是穩固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目前的努力是會有成果，集團有信心可以克服目
前的挑戰，為長遠可持續發展打下扎實基礎，期望通過不懈努力，一至兩年內集團業績
可以恢復增長。

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列
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合交易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1) 好倉

本公司股份

普通股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由實益擁有人

持有）

公司權益
（由受控公司

持有） 總計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彭德忠先生（附註） 159,034,708 195,646,500 354,681,208 63.12%

何慧餘先生 2,000 – 2,000 0.00%

劉毅輝先生 100,000 – 100,000 0.02%

附註： 該等195,646,500股股份由Golik Investments Ltd. 持有，而此公司乃彭德忠先生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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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五日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採納。該購股權計
劃將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四日為止十年內有效。於本期間內，概無根據前述購股權
計劃授出購股權。

(2) 附屬公司股份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彭德忠先生持有高力金屬實業有限公司5,850無投票權
遞延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
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證券中，擁有或被當作擁有任何權益
或淡倉，亦概無於期內任何時間，擁有任何權益，或獲授予，或行使任何可認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或認股權證或債券，如適用）之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本公司獲另行知會，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
除外）直接或間接擁有或被當作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名稱
所持

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Golik Investments Ltd. 195,646,500 34.82%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本公
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5%或以上之權益或淡倉
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予以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須存置之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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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集團致力維持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管治守則」）之良好企業管治
常規。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惟下列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現時並無區分，並由彭德忠先生同時
兼任。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士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可為本公司提供強勢及貫徹
領導，並可有效運用資源，令規劃、制訂及推行本公司之業務策略更見成效，使本公司
得以繼續有效率地發展業務。

守則條文第A.5.1條，本公司現階段無意設立提名委員會，此乃由於全體董事會負責不時
審閱董事會之架構、人數及組成，並委任新董事以確保董事會由具備適合本公司業務所
需技能及經驗之人士組成，且董事會全體共同負責審閱董事之繼任計劃。

守則條文第A.5.6條，本公司現階段並無有關董事會成員多樣化之政策。本公司在設定董
事會成員組合時，將會從各方面考慮，所有董事委任均以用人唯才為原則，並在考慮人
選時以客觀條件充分顧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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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之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自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報刊發日期起之董事資料變動載列
如下：

自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起，

1. 本公司主席彭德忠先生之每月薪金增加15,000港元。

2. 本公司副主席何慧餘先生之每月薪金增加15,000港元。

3. 本公司執行董事彭蘊萍小姐之每月薪金增加4,000港元。

4. 本公司執行董事劉毅輝先生之每月薪金增加10,000港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五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職權範圍乃按照管治守則以書面方式
訂明。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俞國根先生、陳逸昕先生及盧葉堂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本中期報告所載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有關之披露符合上市規則附錄16之規定。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成立薪酬委員會，其職權範圍乃按照管治守則以書面
方式訂明。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俞國根先生、陳逸昕先生及盧葉堂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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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規定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規
定標準。經本公司向本公司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及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而採
納之行為守則。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

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鳴謝

本人藉此機會向本集團各員工、管理層在過往作出之努力及貢獻致深切感謝，同時亦感
謝一直支持本集團之股東、客户、銀行及業務友好，期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本集團於
下半年能取得更好成績。

承董事會命
彭德忠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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