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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二十二章（一九六一年第三號法例，經

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根據一系列的集團重組程序（「重組」），本

公司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起成為現時組成本集團的各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因重組而產生的集團被視為持續經營實體。故此，本集團的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7號「集團重組會計處理方法」按會計合併基準編製，猶如本公司一直

為現時組成本集團各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

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Fu Teng Global Limited。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

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申報」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者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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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業務分類

營業額－外來

　製造及銷售馬口鐵罐 165,933 146,459

　馬口鐵塗黃及印刷服務 24,684 24,019

190,617 170,478

分類業績

　製造及銷售馬口鐵罐 47,251 44,985

　馬口鐵塗黃及印刷服務 11,299 11,334

58,550 56,319

未分配公司支出 (4,087) (1,345)

經營溢利 54,463 54,974

融資成本 (1,325) (1,479)

除稅前溢利 53,138 53,495

稅項 (11,075) (11,049)

期間純利 42,063 42,446

由於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除外）（「中國」）經營業務，故此並無呈列地域分類分

析。

4. 折舊及攤銷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及攤銷費用為人

民幣3,087,000元（二零零三年：人民幣2,54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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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項支出包括：

按中國現行稅率計算的所得稅

　－本期 11,075 11,049

由於本集團的收入並非產生或源自香港，故此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附屬公司於福建省營運。沿海城市生產企業適用的所得稅稅率為24%，而地方附加稅稅率

為3%。根據福清市稅務局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發出的函件，中國附屬公司獲豁免3%地方

附加稅。由二零零三年開始，中國附屬公司於山西省的業務獲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兩年，並在

隨後三年獲寬免所得稅的50%。按地方稅務優惠政策，中國附屬公司獲豁免3%地方附加稅。

6. 股息

在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已批准派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038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040元），合共人民幣17,030,000

元。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董事並無宣派截至二零零

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附屬公司於重組前向其當時的股東派付下列股息：

截至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博旺企業有限公司派付二零零二年度股息 30,000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間純利人民幣42,063,000元（二零零三年：人民幣42,446,000元）及期內已

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386,536,264股股份（二零零三年：加權平均數306,404,420股股份）計算。

300,000,000股股份乃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日在聯交所上市前及根據重組而發行，

並視作猶如在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發行。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巿價，故此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已發行的潛在

可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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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營業額約人民幣190,600,000元，較

去年同期增長11.8%。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溢利及純利，兩者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0.9%，至約人民幣54,500,000元及約人民幣42,100,000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純利率較去年同期輕微下跌約2.8%至約22.1%。

業務回顧

生產及銷售馬口鐵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來自馬口鐵罐製造及銷售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了約13.3%，至約

人民幣165,900,000元。營業額的增加主要由於山西分廠已經成功開拓了山西省以及鄰近地

區的市場，客戶數目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大約一倍。

在馬口鐵三片飲料罐方面，由於客戶的業務不斷增長，本集團作為它們的製罐供應商因此

直接受惠。為了應付不斷上升之需求，經過市場調研和可行性論證，本集團於本年六月增

加了兩條三片馬口鐵飲料罐生產線，該生產線已經開始安裝調試，預計上述項目將於本年

第四季度開始投入生產，使本集團原有的生產年能力提高約30%。

在馬口鐵兩片食品罐方面，三條生產線正在安裝調試當中，預計將於本年第四季度開始投

入生產。馬口鐵兩片食品罐無論在產品的質量上，形狀的選擇上以及在外觀的精美上都具

有相當的競爭力，管理層相信這新的產品將會得到市場的廣泛認同。馬口鐵兩片食品罐的

客戶主要來自於本集團原有的客戶基礎，同時為拓展新的客戶群，本集團已定下長遠的營

銷策略，包括增加了多名有豐富銷售經驗的銷售人員，組成有力的營銷隊伍，為往後產品

的推出作好充份準備，致力為本集團打造成為中國馬口鐵兩片食品罐的最大供應商。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在製造和銷售馬口鐵罐業務的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降了約2.0%，主

要由於在過去的一年馬口鐵的價格不斷上升，馬口鐵作為本集團的主要原材料，直接影響

本集團的毛利率，為了抵消原材料成本上漲的壓力，本集團已向大部份客戶商討提高銷售

價格，然而銷售價格的提升仍然彌補不了原材料的急速上升。管理層認為隨著原材料價格

於下半年平穩發展和新的馬口鐵兩片食品罐的推出，集團的整體毛利率可望取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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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口鐵塗黃及印刷服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來自馬口鐵塗黃及印刷服務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了約2.8%，至

約人民幣24,700,000元。本集團在馬口鐵塗黃及印刷服務的業務保持平穩增長，集團一直貫

徹對馬口鐵塗黃及印刷的技術的完善和開發，不斷提高產品的質量和生產能力，為配合金

屬容器生產商對優質美術圖案不斷上升的需求作好堅實的準備。

由於機器設備運送的延誤，本來預計在上半年投入運作的一條雙色馬口鐵彩色印刷生產線

延遲到八月份才得到付運，該生產線正在安裝調試當中，預計在本年第四季度開始投入生

產，提高本集團整體的彩色印刷生產能力約40%。

申請ISO14001環保體系認證，建設花園式工廠

集團對環保設施進行了全面的持續改造及維修，通過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案和運行程序來達

到改善和提高企業環境及管理水平，有效地提高了員工的環保意識，改進了成本控制，節

約了生產資源，並對集團擴大市場份額，提高產品附加值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輔助作用。

集團已於本年七月順利獲取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證書，標誌著集團對國際化環保管

理又邁進一大步。

展望

展望未來，內地消費市場正急速上升，加上經濟的持續發展，本集團預期二零零四年下半

年本集團新的項目會有出色的表現。管理層相信中國的飲品及食品市場擁有龐大的發展空

間，內地的宏觀調控對集團的發展不會帶來太大負面的影響。集團在這行業有著良好的商

譽，經驗和人材的優勢，集團將抓住機遇，繼續進一步擴大業務，集團將繼續朝著成為中

國具領導地位的包裝企業的目標前進。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業務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配售及發行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及由

其銀行提供的銀行信貸應付。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人民幣169,600,000元（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4,200,000元）及銀行貸款合共約人民幣44,000,000元（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4,000,000元），包括將於一年內償還的短期銀行貸款約人民幣

37,000,000元，以及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償還的長期銀行貸款人民幣7,000,000元。短期銀

行貸款及長期銀行貸款均以固定年利率5.841厘計息。所有上述銀行貸款由本公司的公司擔

保作擔保。

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的比率）約3.8（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

而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計息借款總額對資產總值的比率）則約為11.6%（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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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四日，本公司按每股0.65港元發行40,000,000股股份。所得款項淨額約

為24,500,000港元，其中的20,000,000港元將用作為山西省汾陽市廠房購置額外機器。所得

款項淨額餘款將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由於本集團的交易大部份以港元及為人民幣交收，故外匯波動風險輕微，因此認為毋須利

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向其銀行抵押任何資產以取得任何銀行融資。於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存款人民幣765,000元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授予本集團的

貿易融資貸款，貸款限額的上限為銀行存款金額。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購置物業、廠房及設

備之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12,600,000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1,400,000

元）。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333名（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4名）僱員，

主要位於中國及香港。本集團主要按行業慣例及個別僱員表現制訂其酬金政策。於截至二

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4,500,000元（截至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800,000元）。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

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整個回顧期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最佳

應用守則，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以特定任期委任，而須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

細則於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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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湯慶華先生、庄海峰先生及吳偉文先生組成。審核委員

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

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於聯交所網站刊發詳盡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至46(6)段所規定資料之詳盡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候刊登於

聯交所網站。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宗旺（主席兼行政總裁） 湯慶華

謝希　 庄海峰

薛德發 吳偉文

吳建新

劉志強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楊宗旺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