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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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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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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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08,054 124,528
銷售成本 (103,629) (107,324)

毛利 4,425 17,204
其他收入 1,577 444
銷售及分銷開支 (3,902) (3,936)
行政開支 (6,776) (5,594)
融資成本 (442) (904)
其他開支 (72) (72)

除稅前（虧損）溢利 (5,190) 7,142
所得稅抵免（開支） 4 318 (302)

期內（虧損）溢利 5 (4,872) 6,840

中期股息 6 － －

每股（虧損）盈利－基本 7 (港幣2.21仙) 港幣3.11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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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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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06 113,454
 預付租賃款項 6,086 6,153
 可供出售投資 1,496 1,483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訂金 5,401 3,249

125,489 124,339

流動資產
 存貨 45,346 40,98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48,508 55,745
 預付租賃款項 133 133
 持作買賣投資 355 543
 可收回稅項 340 34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020 18,807

112,702 116,55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欠款 36,188 30,840
 應付稅項 154 84
 無抵押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16,000 19,334

52,342 50,258

流動資產凈值 60,360 66,2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5,849 190,63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31 958

431 958

資產凈值 185,418 189,67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200 2,200
 儲備 183,218 187,47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85,418 18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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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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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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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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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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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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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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之限額、最

 低資本規定及其相互關係

採納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並
無重大影響，故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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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忠誠度計劃3

 －詮釋第13號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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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其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
首個年報期開始之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有關於
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所擁有權益之變動（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之會計處理，該變動將列作股權交易。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
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指期內向外界客戶銷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並經扣除退貨及銷售相關稅項。

業務分部

按主要業務分部分析的本集團收益及除稅前（虧損）溢利貢獻如下：

收益 分部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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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39 111,665 (5,044) 7,737
鋅部件 7,342 11,794 (217) 693
鎂部件 1,170 615 (44) 55
其他 803 454 (25) 25

108,054 124,528 (5,330) 8,510

可供出售投資之收入 15 15
持作買賣投資之收入 10 101
利息收入 49 119
融資成本 (442) (904)
未分配公司收入（開支） 508 (699)

除稅前（虧損）溢利 (5,190) 7,142
所得稅抵免（開支） 318 (302)

期內（虧損）溢利 (4,872) 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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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部

按地區市場分析的本集團收益及除稅前（虧損）溢利貢獻如下：

收益 分部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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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44 43,260 (1,703) 2,961
北美洲 33,821 36,355 (1,606) 2,455
歐洲 32,864 39,341 (1,668) 2,708
東南亞 7,425 5,572 (353) 386

108,054 124,528 (5,330) 8,510

可供出售投資之收入 15 15
持作買賣投資之收入 10 101
利息收入 49 119
融資成本 (442) (904)
未分配公司收入（開支） 508 (699)

除稅前（虧損）溢利 (5,190) 7,142
所得稅抵免（開支） 318 (302)

期內（虧損）溢利 (4,872) 6,840

4.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
 香港 － 154
 其他司法權區 209 193
遞延稅項 (527) (45)

(318) 302

香港利得稅乃按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零七年：
17.5%）稅率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的稅項乃根據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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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高新技術型外商投
資企業」，而科鑄金屬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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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被視為「設在沿海經濟開放區的外商投資企業」，故應按減免稅率24%向該等公司徵收中國企
業所得稅。此外，所有附屬公司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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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免期間之減免稅率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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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鏗利的首個獲利年度為一九九九年。因此，稅項寬免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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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寬免期將於二零一零年屆滿，其後稅率為25%。

由於科鑄上海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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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根據中國主席令第六十三號頒佈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於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頒佈了新稅法實施細則。根據新稅法及其實施細則，由二零零八
年一月一日起，東莞鏗利、東莞科鑄及科鑄上海之適用稅率將由24%調整至25%。直至二零一零年基於
新稅率25%，東莞科鑄將繼續獲減免50%中國企業所得稅。

5. 期內（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經扣除（計入）：
折舊 8,772 7,842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收益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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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189 (1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60) －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7.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4,872) 6,840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已發行股份數目 220,000,000 220,000,000

由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並無發行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
股，故並無呈列上述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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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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海外壓鑄市場表現穩定，然而中國對壓鑄產品需
求依然強勁，乃由於持續的經濟增長及金屬零部件業生產基地轉向此經濟強國所致。雖
然美國次按危機令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但對該行業之影響尚未顯現。本集團之主要目標
市場工業部門相對堅挺，而相較之下消費部門較易受經濟狀況變動之影響。

儘管如此，該行業於回顧期間亦受到挑戰。人民幣升值及不斷上升的通脹壓力（部分來
自於能源成本的飈升）推高生產成本並削減利潤率，迫使該行業在各個方面要縮減成
本。自然災害亦帶來衝擊：二零零八年六月華南水災令部分行業企業中斷生產，其中包
括本集團在內。

業務回顧

於 回顧期間，營 業額較去年同期下降13.2%至港幣108,054,000元，下降乃由於外部因素
所致，如六月的華南水災導致生產中斷三個星期令產量按年比減少約22.1%，另一個因
素為勞工短缺。由於營業額下降，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港幣
5,190,000元。同時，毛利率亦下降至4.1%，主要因回顧期內若干不利因素所致，包括人民幣
升值、通脹上升、出口退稅減少、勞工成本及能源成本增加。

面對種種挑戰，本集團仍堅守本身的業務開發策略，繼續推行嚴謹的成本及質量控制措
施，全面發揮本集團經營的增值服務業務的優勢及鞏固可接受毛利業務有關的銷售額。
本集團亦繼續保持與客戶之間的良好關係，力爭令客戶合約總價值按年比呈現增長。

營運回顧

於回顧期間，通脹上升壓力為本集團要面對的主要挑戰，通脹帶動勞工成本、電力成本
及柴油燃料成本大幅上升。作為享譽全球並為以中國為基地的全面縱向整合壓鑄公司，
本集團積極推出一連串適當的措施以應對挑戰及舒緩種種負面影響。同時，本集團繼續
作出努力以把握市場先機以及維持現有業務營運的強勁發展。

成本方面的有效管理

鑑於通脹的壓力，本集團擬於回顧期間提高其產品的價格，獲得若干客戶接納。部分客
戶對提價合理地提出反對，因此，本集團已與彼等進行磋商，旨在達成適合雙方價格的
協議尚在進行中。

收緊成本控制及提升成本效率

鑑於能源成本上漲，本集團研發團隊已著手研究及開展用於生產的可替代燃料，以削減
成本。此外，本集團認為，重整熔爐的使用安排亦可有助於降低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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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應付因通脹以及中國政府執行的新勞動法而導致的勞工成本上漲，本集團將積
極地引進全面自動化作為本集團長期策略之一部份。本集團亦致力發展內銷業務，以減
低人民幣升值引致的匯兌損失。

與此同時，本集團多個部門定期進行項目改進，盡職地推行多項成本節約措施。此等部
門項目改進的進度乃由高級管理層團隊密切監控，確保本集團能全面推行有效的成本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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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佔總銷售量約91.4%（二零零七年上
半年：89.7%），而鋅製產品及鎂製產品則分別佔約6.8%及1.1%。

多元化客戶群及銷售╱客戶的整合

本集團現有客戶逾50名，客戶基礎遍佈全球各地。歐美市場分別均分本集團出口銷售
量。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若干主要客戶略微增加其訂單交易量並同時訂購新部件，如汽
車配件及工業與傢俬部件，為模具銷售貢獻額外銷售量。目前，本集團正在與業內及汽
車業之若干潛在客戶洽談未來發展事宜。

科鑄現時亦全力以赴整合其銷售。本集團擬重新審議虧損項目以及那些經過多次磋商
仍無法接受對長期項目提價之客戶。此項措施將令本集團能夠透過現有資源向優質客
戶提供優質服務，繼而提升長期效益及盈利能力。

未來策略

身為全球市場之主要縱向整合壓鑄公司以及中國本地及國際製造商不可或缺之壓鑄夥
伴，無論是否存在外部競爭，科鑄始終力求提供品質上乘之產品、達致最高生產效率水
平、提升盈利能力並為其股東創造最佳回報。本集團之基本實力及穩固之市場地位已令
其在當前多變之經濟狀況中仍然處於有利地位。

展望未來，我們將透過積極整合業務營運、嚴格有效地控制成本及鞏固資源，專注進行
內部改進。我們亦將積極於中國物色潛在及可靠客戶之同時，與現有客戶建立密切聯
繫，以維持其增長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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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製造商及工業零部件。

儘管經濟狀況出現變動，惟我們預期中國經濟於未來數年將繼續保持增長勢頭，且科鑄
將繼續審慎行事，以維持其穩固之市場地位並為股東帶來最佳回報。

人力資源管理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1,790名全職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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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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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現金流出淨額約為港幣787,000
元，令於結算日之手頭現金及銀行結餘約達港幣18,020,000元。

存貨週轉期為76天，相比之下，過往年度平均數則約為72天。應收賬款收款期由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79天降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7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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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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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手頭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港幣18,02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18,807,000元），而有抵押銀行貸款則約為港幣16,000,000元（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9,334,000元），其中港幣16,000,000元須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9,334,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
淨值及流動負債額分別為港幣60,36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6,293,000
元）及港幣52,342,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0,258,000元）。

股東資金總額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港幣189,674,000元降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之港幣185,418,000元，乃由於本期間產生已確認虧損總額港幣4,256,000元所致。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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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於必要時考慮就重大外滙風險進行對
沖。

資本結構

本集團之資本結構自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並無重大變動。

資產抵押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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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有
關附屬公司已動用部分該等融資，為數約港幣16,000,000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19,33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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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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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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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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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報告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分別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登載及向本公司股東寄發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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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董事會
科鑄技術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曾昭偉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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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