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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METALS HOLDINGS LIMITED 

科鑄技術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2） 
 

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收益增加10.4%至港幣124,500,000元 

 期內溢利增加8.5%至港幣6,800,000元 

 每股盈利增加8.7%至每股港幣3.11仙 
 

 
科鑄技術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科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有關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連同

同期比較數據載列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24,528  112,836 
銷售成本  (107,324 ) (96,493) 
     
毛利  17,204  16,343 
其他收入  444  543 
銷售及分銷開支  (3,936 ) (3,628) 
行政開支  (5,594 ) (6,144) 
融資成本  (904 ) (272) 
其他開支  (72 ) (272) 
     
除稅前溢利  7,142  6,570 
所得稅開支 4 (302 ) (267) 
     
期內溢利 5 6,840  6,303 
     
中期股息 6 －  － 

     

每股盈利－基本 7 3.11仙  2.86仙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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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3,261  111,932 
  預付租賃款項 6,219  6,285 
  可供出售投資 1,557  1,438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訂金 3,888  6,738 
    
 124,925  126,393 
    
流動資產    
  存貨 49,815  41,328 
  應收貿易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61,620  57,404 
  預付租賃款項 132  133 
  銀行結餘及現金 20,138  31,348 
    
 131,705  130,213 
    
流動負債    
  應付貿易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欠款 35,107  30,680 
  應付稅項 584  390 
  無抵押銀行貸款－一年內到期 11,673  14,000 
    
 47,364  45,070 
    
流動資產淨值 84,341  85,143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209,266  211,536 
    
非流動負債    
  無抵押銀行貸款－一年後到期 8,401  17,466 
  遞延稅項負債 938  983 
    
 9,339  18,449 
    
資產淨值 199,927  193,08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200  2,200 
  儲備 197,927  190,887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99,927  19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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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錄16的適用披露規定

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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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若干金融工具按公平值計量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歷史成本編製。 
 
除以下所述者外，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於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年度之年度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零零七年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年度生

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編製

及呈列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業績並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就過往期間之業績作出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修訂本） 資本披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金融工具：披露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7號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嚴重通脹經濟中之 
     財務報告應用重列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重新評估附帶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列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將不會於日後期間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狀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易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3 
 
1 於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2 於二零零七年三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3 於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3. 收益及分部資料 
 

收益指期內向外界客戶已收及應收銷貨總額，並經扣除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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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 
 
按主要業務分部分析的本集團收益及除稅前溢利貢獻如下： 
 
 收益  業績分部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鋁部件 111,665  101,222  7,737  6,506  
鋅部件 11,794  7,594  693  422  
鎂部件 615  3,628  55  289  
其他 454  392  25  15  
      
 124,528  112,836  8,510  7,232  
      
可供出售投資之收入   15  15  
持作買賣投資之收入/(開支)   101  (33) 
利息收入   119  106  
融資成本   (904 ) (272) 
未分配公司開支   (699 ) (478) 
      
除稅前溢利   7,142  6,570  
所得稅開支   (302 ) (267) 
      
期內溢利   6,840  6,303  
      
地區分部 
 
按地區市場分析的本集團收入及除稅前溢利貢獻如下： 
 
 收益  業績分部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包括香港 43,260  41,199  2,961  2,605  
北美洲 36,355  30,497  2,455  1,896  
歐洲 39,341  29,710  2,708  1,951  
東南亞 5,572  11,430  386  780  
      
 124,528  112,836  8,510  7,232  
      
可供出售投資之收入   15  15  
持作買賣投資之收入/(開支)   101  (33) 
利息收入   119  106  
融資成本   (904 ) (272) 
未分配公司開支   (699 ) (478) 
      
除稅前溢利   7,142  6,570  
所得稅開支   (302 ) (267) 
      
期內溢利   6,840  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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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    
  香港 154  154  
  其他司法權區 193  342  
遞延稅項 (45 ) (229) 
    
 302  267  
    
香港利得稅乃按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估計應課稅溢利以17.5%（二零零六年：17.5%）稅率計

算。 
 
其他司法權區的稅項乃根據各司法權區現行稅率計算。 
 
根據中國有關法律及法規，東莞鏗利五金制品有限公司（「東莞鏗利」）、科鑄金屬制品（上海）有限公司（「科

鑄上海」）及東莞科鑄金屬制品有限公司（「東莞科鑄」）於首個營運獲利年度起兩年期間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

得稅，並可於其後三年獲減免50%中國企業所得稅。寬免期間的減免稅率為12%。 
 
東莞鏗利的首個獲利年度為一九九九年。因此，稅項寬免已於二零零三年屆滿，二零零四年及其後之稅率為24%。 
 
東莞科鑄首個獲利年度為二零零六年。因此，稅項寛免將於二零一零年屆滿，其後稅率為24%。並無就東莞科

鑄作出稅項撥備。 
 
由於科鑄上海於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並無應課稅溢利，故並無就該公司作出稅項撥備。 

 
5. 期內溢利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利經扣除／（計入）：    
折舊 7,842  6,921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收益 (85 ) (17) 
非上市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15 ) (15) 
按公平值列賬及計入溢利或虧損之投資虧損 (16 ) 5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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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期股息 

  

董事不建議就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無）。 

 
7. 每股盈利 
 

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利乃根據下列數據計算：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零七年 二零零六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利 6,840 6,303

 
計算每股基本盈利而發行之股份數目 220,000,000 220,000,000

  
由於截至二零零六年及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內，並無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份，故並無呈列上

述期間之每股攤薄盈利。 
 
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科鑄為全球市場之主要縱向整合壓鑄公司，並為中國本地及國際製造商不可或缺之壓鑄夥伴。 
 
市場概覽 
 
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全球壓鑄市場繼續保持穩定增長。國際市場方面，金屬零件

業競爭激烈。至於本地市場方面，在經濟強勁增長及金屬零件業生產基地遷移至中國的雙重因素帶

動下，壓鑄產品需求急速增長，並預期未來數年將會持續上述趨勢。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營業額較去年同期穩健增長10.4%至港幣124,528,000元，主要由於增值產品產量大幅

增加所致。純利增長8.5%至港幣6,840,000元，與營業額增長相符。於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

止六個月，由於原材料價格上升，以致毛利率由二零零六年上半年之14.5%下降至13.8%。儘管如

此，本集團仍繼續採取嚴緊成本及品質控制措施，令行政成本維持於相同水平。 
 
營運回顧 
 
作為享譽全球、全面垂直整合及以中國為基地的壓鑄公司，科鑄已於回顧期內採取多項措施，該等

措施將不僅有助本集團全面爭取世界各地對壓鑄產品需求不斷上升所帶來之商機，亦有助進一步擴

展科鑄之業務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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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產能 
 
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按原材料重量計算，本集團之產能每月平均維持於343噸之

水平。於回顧期內，科鑄之生產設施已添置五台電腦化壓鑄機及十台電腦數控機器，以進一步提升

產能。此外，本集團之壓鑄機亦已引入先進之自動噴塗壓鑄件釋放系統。最後，集團自動化質量系

統的重要部分TS16949已獲外聘認證機構SGS的確認。此項功能強大之工具控制加工過程質量，令

客戶對產品質素更具信心。 
 
各種金屬產品之銷售量 
 
於回顧期內，鋁製產品繼續為本集團核心利潤貢獻來源，佔本集團總銷售量約89.7%，而鋅製產品

及鎂製產品則分別佔本集團總銷售量約9.5%及0.5%。 
 
多元化客戶群 
 
本集團現時擁有逾70名客戶，客戶基礎遍佈全球各地。歐美市場分別佔本集團總銷售量31.6%及

29.2%。此外，科鑄現正參與全面生產在中國裝嵌的ABS制動系統配件，而該等配件之多種不同型

號已出口至北美及日本。 
 
提升成本效益 
 
科鑄旗下各部門定期實施改善方案，以全力推行各項成本控制措施。高級管理層負責監察各部門在

此方面之工作進度，確保能致力提升本集團之成本效益。 
 
未來策略 
 
於產品種類方面，強勁的汽車生產水平預期將繼續為科鑄之主要增長動力。儘管如此，本集團亦將

專注於其他可賺取最佳利潤的製造商零部件。在客戶層面方面，本集團已穩固其於中國市場之領導

地位，並正落實詳細計劃，協助科鑄於全球各地取得同樣成功。至於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產能方面，

科鑄預期上海廠房之餘下興建工程快將完成，並會迅速解決任何承包商產生之糾紛。 
 
隨著中國經濟預期將於未來數年繼續急速增長，科鑄將繼續審慎行動，以全面把握其作為全球市場

之主要垂直整合壓鑄公司，以保持集團作為中國本地及國際製造商不可或缺的壓鑄夥伴的優勢。 
 
人力資源管理 

 

於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2,490名全職員工 (於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 2,349
名)。本集團之薪酬方案乃參考個別員工之經驗、資歷及表現而定。本集團亦確保全體員工獲提供

足夠培訓以及符合個別需要之持續專業機會。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錄得現金流出淨額約港幣11,210,000元，令於結算

日之手頭現金及銀行結餘達港幣20,138,000元，減少主要由於償還銀行貸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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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週轉期為77天，而過往年度平均數則約為70天。應收賬款收款期由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78天微升至80天，乃由於向多家主要長期客戶提供較長信貸期所致。該等客戶均為極具規模或公

開上市的本地公司或享譽國際的工業公司。 
 
本集團之財務狀況維持穩健，資產負債比率（按負債總額相對資產總值計算）維持於0.22（二零零

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0.25）。 
 
本集團之營運資金一般以經營業務產生之現金流量及現有銀行信貸撥付。於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手頭現金及銀行結餘約為港幣20,138,000元 (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1,348,000元），而銀行貸款則約為港幣20,074,000元 (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1,466,000
元)，其中港幣11,673,000元須於一年內到期償還(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4,000,000元）。

於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之流動資產淨值及流動負債淨額分別為港幣84,341,000元(二零零

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85,143,000元) 及港幣47,364,000元(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45,070,000元)。 
 
股東資金總額由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港幣193,087,000元增加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之

港幣199,927,000元，乃由於保留本期間溢利港幣6,840,000元所致。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聯營公司 

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聯營公司。 

 
外匯風險承擔 

 

本集團之收入、原材料開支、製造成本及借貸主要以美元、港幣及人民幣列值。人民幣兌外幣匯率

波動對本集團經營成本可構成影響。人民幣以外之貨幣於期內相對穩定，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匯

風險。本集團現時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理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並採取審慎措施減低匯

兌風險。本集團將於認為必要時考慮就重大外幣風險進行對沖安排。 

 
資本結構 

 

本集團之資本結構自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來並無重大變動。 
 

資產抵押 

 

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於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其附屬公司所獲授一般融資向銀行作出擔保。於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有關附屬公司

已動用部分該等融資，為數約港幣20,074,000元（ 於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1,466,000

元）。 

 

 

截至二零零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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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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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一直遵守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管治守則」）所訂守則條文。 
 
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行證券交易採納一套不寬鬆於上市規則附錄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行證券交易

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的操守準則。向全體董事作出明確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已

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就董事進行證券交易所採納的操守準則所載之標準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立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管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三名

獨立非執行董事及一名非執行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李多森先生、王建國先生、陸海

林博士及黃永勝先生。本集團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中期報告連同會計準則及處理

方法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成立薪酬委員會，以釐定本公司董事酬金。薪酬委員會由兩名獨

立非執行董事李多森先生及王建國先生以及一名執行董事江爵煖先生組成，江爵煖先生為薪酬委員

會主席。 
 
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中期業績 
 
本公佈將於聯交所網站刊登。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及於聯交所網站登載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

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附錄16規定之所有資料。 
 
致謝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向股東、管理人員及全體員工之不懈努力及鼎力支持表示謝意。 
 

代表董事會 
科鑄技術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曾昭偉 

 
香港，二零零七年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行董事曾昭偉先生及江爵煖先生；非執行董事黃永勝先生及獨立

非執行董事李多森先生、王建國先生及陸海林博士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