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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致：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會

引言

本核數師已審閱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載於第4至18頁之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其中包括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
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及若干說
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之報告必須
符合當中有關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公司董事須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該等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負責。本核數師之責任是根據審閱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結論，並按照
委聘之協定條款僅向作為實體之　閣下報告結論，且並無其他目的。本核數師不會就本
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本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
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審閱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
事務之人員作出查詢，並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範圍遠少於根據香港核數準
則進行審核之範圍，故不能令本核數師保證本核數師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發現之所有重
大事項。因此，本核數師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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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按照本核數師之審閱，本核數師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核數師相信該等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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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龍記（百慕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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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比較
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189,026 955,56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17,890 22,044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減少 (8,000) (4,500)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之 
已確認減值虧損淨額 (782) (2,256)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3,809) 5,606
原材料及已用消耗品 (416,282) (362,912)
僱員福利開支 (300,309) (262,280)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4,012) (3,94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4,166) (69,110)
其他開支 5 (245,943) (188,333)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248) (252)

除稅前溢利 153,365 89,626
所得稅開支 6 (45,325) (22,498)

期內溢利 7 108,040 67,128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於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滙兌差額 10,706 (31,901)

期內總全面收入 118,746 35,227

每股基本盈利 9 17.10港仙 10.6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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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0 173,500 181,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649,309 656,086

使用權資產 10 82,752 86,09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之按金 64,690 40,948

遞延稅項資產 15,306 14,893

985,557 979,521

流動資產
存貨 544,321 577,128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270,776 270,372

銀行結存及現金 934,887 918,623

1,749,984 1,766,123

流動負債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284,142 261,406

合約負債 46,278 33,839

租賃負債 4,589 5,441

應付稅項 55,002 41,045

應付股息 494 241

390,505 34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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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1,359,479 1,424,15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345,036 2,403,67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5,642 30,845

租賃負債 6,830 8,848

其他應付款項 12 86,294 89,585

128,766 129,278

資產淨值 2,216,270 2,274,39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63,168 63,168

儲備 2,153,102 2,211,226

總權益 2,216,270 2,274,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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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滙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i）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3,168 156,213 325,451 201,492 1,368,746 2,115,070

期內溢利 — — — — 67,128 67,128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滙兌差額 — — — (31,901) — (31,901)

期內總全面（開支）收入 — — — (31,901) 67,128 35,227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附註8） — — — — (69,485) (69,48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3,168 156,213 325,451 169,591 1,366,389 2,080,812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3,168 156,213 329,434 312,388 1,413,191 2,274,394

期內溢利 — — — — 108,040 108,04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滙兌差額 — — — 10,706 — 10,706

期內總全面收入 — — — 10,706 108,040 118,746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附註8） — — — — (113,702) (113,702)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特別股息（附註8） — — — — (63,168) (63,168)

轉撥 — — 4,994 — (4,994) —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3,168 156,213 334,428 323,094 1,339,367 2,216,270

附註：

i.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包括於本集團法定儲備334,428,000港元之329,434,000港元為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的法定儲備基金。根據中國公司法，中國內地之內資企業須將10%除稅後溢利
（按中國公認會計準則釐定）撥入法定盈餘公積金，直至該儲備之結餘達到註冊資本之50%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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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229,329 160,081
存貨減少 36,924 37,550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516) (178)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18,032 (25,881)
合約負債增加 12,439 8,640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 296,208 180,212
已付所得稅 (27,502) (12,174)

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268,706 168,038

投資活動動用之現金淨額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86,617) (38,13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4,412 2,069
已收利息 6,882 7,548

(75,323) (28,514)

融資活動動用之現金
已付股息 (176,617) (69,384)
償還租賃負債 (2,960) (3,393)
租賃負債之已付利息 (248) (252)

(179,825) (73,0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3,558 66,49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18,623 753,741

滙率變動之影響 2,706 (8,838)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即：銀行結存及現金 934,887 81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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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呈報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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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按公平值計算則除外。

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財務報
表所採納者相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於本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於二零二一
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以
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COVID-19 — 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
及表現及╱或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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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模架及相關產品之製造及銷售。收入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撥備
後之期間內對外部客戶所售貨物發票值。本集團於某一時間點確認收入。

 來自模架及相關產品之製造及銷售之收入

本集團製造並直接向客戶銷售模架及相關產品。當貨品之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即
當貨品交付至客戶之時），即確認收入。於客戶取得相關貨品控制權前進行的運輸
及其他相關活動被視為履約活動。於交付後，客戶對貨品之分配方式及銷售價格
擁有全面酌情權，對銷售貨品負有主要責任，並須就貨品承擔過時及損失之風險。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九十日。

於所有合約之履約責任中，其原有預期期限為一年或以下。

本集團只有一項營運分類，該分類按照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呈報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資料釐定，該分類為本集團之綜合業績，包括所
有收入、開支及稅項開支。結果，本集團只有一組報告分類。有關此分類的資料可
以參考整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因此，僅呈列實體披露及地理資料。

本集團之分類收入及分類業績指分別載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收入
及除稅後溢利。

 實體披露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絕大部份非流動
資產乃位於相關集團實體所在地點，即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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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實體披露（續）

下列為按交付地點劃分的本集團收入之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1,037,422 821,029
其他 151,604 134,535

1,189,026 955,564

本集團之客源極為廣泛，覆蓋歐洲、美洲及亞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各自的六個月，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收入10%以上。

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6,882 7,548
租金收入，扣除約253,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236,000港元）之直接支出 1,936 1,792
政府補助（附註） 2,670 6,990
雜項收入 1,665 4,38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362 2,06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75 (734)

17,890 22,044

附註： 合共2,67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990,000港元）之概
無任何未履行條件附帶著之政府補助乃一間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為其生產
設施及技術改進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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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工具成本 66,919 51,627
運輸開支 39,857 29,634
水電費用 26,726 23,186
維修及保養開支 36,206 21,048
工廠消耗品 19,294 16,821
其他稅項及政府費用 12,587 10,705
燃油及潤滑油 8,286 6,671
外判加工費用 4,079 4,059
差旅及汽車開支 3,257 3,943
推廣及包裝開支 4,333 3,198
軟件及系統開支 5,839 2,623
核數師酬金（包括非核數服務酬金） 2,388 2,317
其他 16,172 12,501

245,943 18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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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開支包括：

香港之稅項 2,678 1,248
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稅項 38,436 18,234
遞延稅項 4,211 3,016

45,325 22,498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規定，
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於該兩個期間為25%。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00萬港元估計應課
稅溢利按8.2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而200萬港元以上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則按
16.5%的稅率繳稅。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資格的集團實體，其溢利將繼續以
16.5%的統一稅率繳納稅款。

於香港及中國以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於該等司法權區適用之稅率計算。

7.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 872,397 733,315

存貨之撥備（撥備回撥） 286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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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本期間之中期股息：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董事會決定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二零二零年：
10港仙），合共約94,75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63,168,000港元）予於二零二一年九
月十五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

期內確認作分派之股息：

於本期間，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8港仙（二零
二零年：11港仙），合共約113,70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69,485,000港元）及末期特
別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二零年：無），合共約63,16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無）已
宣派及派發予股東。

9. 每股盈利

計算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照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溢利約108,04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7,128,000港元）及於期內已發行之普通股631,677,303（二
零二零年：631,677,303）股。

由於期內或於報告期末並無尚未發行之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兩個期間內之每
股攤薄盈利。



15 2021 中期報告

10.  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之變動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本中期期末之公平值由與本集團概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物
業估值師忠誠測量師行有限公司釐定。

公平值按市場比較法釐定，物業每平方尺之價格乃參考於香港的類似地點及條件
且用途類似之物業交易價格之市場憑證後評定。過往年度所用之估值方法並無變
動，且其被歸類為第三級別。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減少8,0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物業
之公平值減少4,500,000港元）於本期間直接於損益確認。

於期內，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總額約5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000港元）之某些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現金款項約4,412,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69,000港元），獲得出售收益約4,362,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60,000港元）。

此外，於本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添置分別約62,06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24,523,000港元）、44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22,000港元）及36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50,000港元）之
廠房及機器、傢俬及設備及汽車，作為擴充及提升本集團生產設施之用。

於本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簽訂了幾份新的租賃期為兩年之租賃協議（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沒有簽訂任何新的租賃協議）。本集團需要在合約期
內支付固定的每月款項。在租賃開始時，本集團確認了368,000港元之使用權資產
和368,000港元之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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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93,228 190,791

應收票據 18,344 18,372

減：信貸虧損撥備 (21,196) (20,346)

190,376 188,817

其他應收款項 3,594 2,582

按金及預付款 76,806 78,973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70,776 270,372

一般而言，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九十日。下列為於報告期
間╱年度結束時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於信貸虧損撥備前）之賬齡分析（以發票
日期為基礎呈列）。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六十日 156,590 159,859

六十一至九十日 37,706 29,504

九十日以上 17,276 19,800

211,572 209,163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收到之票據總額為18,344,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372,000港元）乃為日後結算貿易應收款項而持有。於報告
結束時，本集團繼續全額確認彼等之賬面值。本集團收到之所有票據到期日均少
於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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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67,055 57,448
應付票據 14,454 11,799
僱員經濟補償金撥備 133,785 138,770
應付薪金及花紅 64,902 71,530
按金及應付費用 25,295 23,427
增值稅應付款項 40,669 36,220
其他應付款項 24,276 11,797

總額 370,436 350,991
減：列載於流動負債下之一年內 
屆滿款項 (284,142) (261,406)

一年後屆滿款項 86,294 89,585

下列為於報告期間╱年度結束時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
為基礎呈列）。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六十日 65,223 49,956
六十一至九十日 10,712 15,875
九十日以上 5,574 3,416

81,509 69,247

一般而言，購買貨品的信貸期介乎三十日至一百五十日。

13. 股本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於該兩個期間已發行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
股631,677,303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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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關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 
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上撥備之 
資本性開支 101,828 36,339

15. 關連人士披露

於期內，本集團與下列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關係 交易性質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由本公司某些董事 
控制之公司 
（附註）

償還租賃負債 1,182 1,165
已付租金按金 614 583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44 1

附註：  本公司兩名董事為Silver Aim Limited及Triplefull Company Limited的董事及其
中一名亦為Silver Aim Limited及Triplefull Company Limited的實益股東。

主要管理人員於期內之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24,389 20,383
退休福利 1,325 1,326

25,714 21,709

概無董事於兩個期間放棄任何酬金。

16. 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公司董事認為，按攤銷成本列入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賬
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9 2021 中期報告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約1,189,02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955,564,000港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約108,04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67,128,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17.10港仙（二零二零年：10.63港仙）。

回顧期內，全球仍然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影響，經濟未能全面復甦。
然而，由於COVID-19疫情於中國相對受到控制，令市場情況有所改善，集團銷售收入及
經營利潤率亦有所改善。因此，集團錄得之純利相對於二零二零年同期有不錯的增長，
而集團亦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向股東及有意投資者發出正面盈利預告。

上半年度，COVID-19疫情在全球仍然反覆爆發，甚至出現新型變種病毒，使全球消費市
場及生產供應鏈繼續受到打擊。尤幸中國境內疫情相對受控，中國內需市場持續向好，
因此，集團仍延續去年下半年度的生產優勢，銷售有所增長。綜觀市場情況，由於疫情
關係，汽車行業受到芯片及進口零部件供應短缺所困擾，以致新項目無法如期推出，因
而汽車產品銷售表現未如理想。而隨著醫療及防疫用品供應回復穩定，醫療健康相關產
品需求稍為放緩。小型家電產品、電子科技產品及玩具產品等市場則表現仍然理想。加
上歐美等國生產力尚未恢復，以致大量全球訂單紛紛轉至中國生產，帶動中國出口業務
有所增長。受惠於中國整體市場平穩發展，集團銷售及利潤均錄得理想增幅。

至於模具鋼材原料價格備受通脹壓力而顯著上升，短期波幅很大。因集團一直保持一定
的庫存量，故鋼材價格雖上調，對集團原料成本影響不大。同時在回顧期內，集團營運
成本包括勞工成本均有上漲，但仍能受控於合理範圍內，因而產品的毛利率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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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增加24.4%，主要因為COVID-19疫情
於中國相對受到控制令市場情況改善所致。於回顧期內，用於產生收入的原材料及已用
消耗品（包括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的相關成本增加17.6%，而該等成本在收入所佔
的百分比則下降至35.3%（二零二零年：37.4%）。本集團於生產成本實行監控，惟僱員福
利開支及其他開支分別增加14.5%及30.6%。此外，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增加7.3%。

於回顧期內，投資物業公平值之減少較去年同期增加約3,500,000港元。其他收入減少約
4,154,000港元，主要因為減少之中國政府補助。所得稅開支增加101.5%，主要因為增加
中國所得稅撥備及實際稅率增加至29.6%（二零二零年：25.1%）導致。

由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增加60.9%至約108,040,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67,128,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權益約2,216,27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274,394,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約
934,887,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18,623,000港元）及並無任何借款（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銀行結存及現金乃存放於香港及中國主要銀行作短期存款。

本集團具備充裕現金以應付本集團的營運及資本承擔，COVID-19疫情沒有影響本集團之
財務狀況。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3,500名僱員。本集團對僱員實行具競爭力
之酬金制度。晉升及加薪皆按其表現評估。本集團尚會因應僱員之個人表現向其批授購
股權。



21 2021 中期報告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展望

展望下半年，全球經濟仍會受到COVID-19疫情及新型變種病毒持續爆發所衝擊。隨著歐
美各國接種疫苗工作已趨成熟，集團相信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會稍為減輕。
但因應疫情發展以及疫苗推出進度不同步下，各國經濟復甦的力度及步伐仍存有很大差
距。再者，運輸物流業受到年初貨櫃船在埃及蘇伊士運河擱淺而造成堵塞的事件及各地
貨運港口相繼爆發疫情而需全面或局部關閉所影響，以致國際航運運作不暢順及運費成
本高企，導致貨物供應不穩定，進一步對全球供應鏈構成一定壓力。因此，集團預計外
圍經濟及營商前景仍充滿變數。

至於中國內銷市場會持續發展，消費產品如智能家電、新科技電子產品及醫療產品的市
場發展仍然穩定。但由於芯片及進口零部件供應短缺，汽車行業的正常生產及新項目發
展在短期內仍會受阻而拖慢復甦速度。至於歐美等國經濟活動及生產力，隨著成功推動
疫苗接種工作而會逐步開放，因而對中國產品的倚賴會逐步減低。集團會緊貼市場變化
而調整營銷策略，以取得平衡業務發展。

集團營運成本仍會持續上升。面對生產人手短缺及勞工成本上漲，集團除整合生產流程
外，會積極推動自動化生產線以提升加工及生產能力，減輕對人力的倚賴。集團預計模
具鋼材原料價格會繼續反覆波動，集團會靈活調整採購策略以管控成本波幅，藉以減低
營運風險。

展望未來，營商環境仍然充滿挑戰及不確定性，但憑藉累積的經驗及穩健理財的務實態
度，集團有信心能使業務在複雜多變的宏觀環境下取得平穩的發展及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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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協同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了本集團所採納之
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了各項內部監控措施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之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定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二零二
零年：10港仙），並將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四日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已填妥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舖。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三日下午五時，於新加坡 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 開設之
證券戶口記存有本公司股份之股東，可獲派中期股息。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更新董事之資料

王克勤先生於浙江蒼南儀錶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H股自二零二一年七月五日在聯交所主
板主動退市後辭任浙江蒼南儀錶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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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須 

予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而以
其他方式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之權益

所持股份數目
所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總權益

邵鐵龍 
（附註1及2）

實益擁有人、 
與另一人共同 
持有權益及 
全權信託之 
成立人

41,161,444 — 366,210,937 407,372,381 64.49%

邵玉龍 
（附註1及2）

實益擁有人、 
與另一人共同 
持有權益及 
全權信託之 
成立人

41,161,444 — 366,210,937 407,372,381 64.49%

韋龍城 實益擁有人 3,843,750 — — 3,843,750 0.61%

丁宗浩 實益擁有人 720,000 — — 720,000 0.11%

邵旭桐 
（附註2）

實益擁有人及 
信託受益人

80,000 — 366,210,937 366,290,937 57.99%

邵宇衡 
（附註2及3）

子女或配偶權益 
及信託受益人

— 1,096,000 366,210,937 367,306,937 58.15%

李達義 實益擁有人 150,000 — — 150,000 0.02%

李裕海 實益擁有人 300,000 — — 300,00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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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之股份權益（續）

於本公司之權益（續）

附註：

(1) 邵鐵龍先生及邵玉龍先生共同持有35,851,288股本公司股份，而彼等各自以其本身之名義進一

步持有5,310,156股本公司股份。

(2) Pan Island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366,210,937股本公司股份，該公司由一項以邵鐵龍先生及

邵玉龍先生之家族成員為受益人（包括邵旭桐先生及邵宇衡先生）之全權信託全資擁有。

(3) 邵宇衡先生及其配偶共同持有1,096,000股本公司股份。

上文所披露之所有權益均為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除本節所披露者及本公司若干董事以代理人之身份持有附屬公司若干股份外，於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及董事購入證券之權利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股東已批准採納本公司新
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二年計劃」）。設立二零一二年計劃之主要目的乃為吸引、挽留及激
勵有專長之參與者（定義見二零一二年計劃）為本集團日後發展及擴展積極努力，並使本
公司能以更加靈活之激勵方式獎賞、酬報、補償參與者及╱或向參與者提供福利。二零
一二年計劃並將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六日屆滿。

概無購股權自採納二零一二年計劃後授出。

概無任何董事或其配偶或其未滿18歲之子女擁有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期內亦
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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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予存置之登
記冊所載，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權益或淡倉之人士（本公司之董事或主要行
政人員除外）如下：

股東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 

相關股份 

之數目

所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Pan Island Investment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66,210,937 

（附註）
57.97%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受託人 366,514,990 

（附註）
58.02%

David Michael Webb 實益擁有人及 

受控制公司 

之權益

37,938,498 6.00%

附註：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以一個信託的受託人身份）控制 Pan Island Investments 

Limited，因此被視為持有 Pan Island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權益。於此，Pan 

Island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的366,210,937股本公司股份與歸屬於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 的權益重疊。

上文所披露之全部權益為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未獲知會，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
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予存置之
登記冊所載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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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購入、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之股份或其他證券。

企業管治

於整個回顧期間，本公司已遵守載於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
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聲明於整個回顧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承董事會命
邵玉龍

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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