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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EN HSONG HOLDINGS LIMITED 

震  雄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57)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業績摘要 

震雄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與去年之比較數字分列如

下： 

 

財 務 摘 要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業績摘要（港幣千元）    

收益  1,635,938 1,667,879 -2% 

除稅前溢利  124,007 129,143 -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90,279 101,877 -11% 

資產總值  3,451,745 3,695,700 -7% 

股東權益  2,751,932 2,867,827 -4% 

已發行股本  63,053 63,053 0% 

流動資產淨值  1,612,556 1,675,542 -4% 

 

每股數據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4.3            16.2 -12% 

每股現金股息﹙港仙﹚  7.0 8.0 -13% 

每股資產淨值﹙港元﹚  4.4 4.6 -4% 

 

主要財務比率 

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   3.2             3.7 -14% 

平均資產總值回報率﹙%﹚  2.5             2.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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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1,635,938 1,667,879 

銷售成本  (1,282,334) (1,244,913) 

    

毛利  353,604 422,96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40,019 65,203 

銷售及分銷支出  (178,032) (183,798) 

行政支出  (122,738) (127,129) 

其他經營支出淨額  (67,935) (50,217) 

融資成本  (1,954) (1,24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043 3,366 

    

除稅前溢利 4 124,007 129,143 

所得稅支出 5 (34,778) (26,312) 

    

本年度溢利  89,229 102,831 

  ═════ ═════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0,279 101,877 

非控股權益    (1,050) 954 

    

  89,229 102,831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 (港仙)  14.3 16.2 

  ═════ ═════ 

攤薄 (港仙)  14.3 1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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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  89,229 102,831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可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58,374) 229,570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2,459) 3,339 

    

 

可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淨額   (160,833) 232,909 

    

 

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益: 
定額福利責任之精算收益  1,701 203 

    

 

物業重估之收益  3,409 - 

所得稅之影響  (852) - 

    

  2,557 - 

    

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4,258 203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支出)，扣除稅項  (156,575) 233,112 

    

本年度總全面收益/(支出)  (67,346) 335,943 

  ═════ ═════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5,452) 333,391 

非控股權益    (1,894) 2,552 

    

  (67,346) 335,9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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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14,628 703,147 
投資物業 372,007 320,736 
預付土地租賃款 34,206 37,330 
商譽 94,923 94,92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1,211 32,627 
遞延稅項資產 38,549 38,17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8,135 7,846 
應收貿易賬款 8 30,779 22,588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 9 4,215 2,591 
抵押銀行存款 21 1,242 
   
非流動資產總計 1,228,674 1,261,200 
   
 
流動資產  
存貨 552,996 802,495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 8 884,319 844,181 
訂金、預付款項及 
其他應收賬款 60,060 96,862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 9 37,816 33,643 
抵押銀行存款 20,063 45,755 
現金及銀行結存 667,817 611,564 
   
流動資產總計 2,223,071  2,434,50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 10 299,340 475,857 
其他應付賬款、應計負債及 
合約負債 202,480 224,331 

計息銀行貸款 73,893 24,770 
應付稅項 34,802 34,000 
   
流動負債總計 610,515 758,958 
   
 
流動資產淨值 1,612,556 1,675,54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841,230 2,936,742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11,114 2,258 
定額福利責任 8,173 12,251 
遞延稅項負債 55,867 39,253 
   
非流動負債總計 75,154 53,762 
   
 
資產淨值 2,766,076 2,882,9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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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63,053 63,053 
儲備 2,688,879 2,804,774 
   
 2,751,932 2,867,827 
非控股權益 14,144 15,153 
   
權益總計 2,766,076 2,882,9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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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而編製。除投資物業按公平值

計算外，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而編製。定額福利責任乃以預計單位基數精

算估值法計量。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2號（修訂） 

第 4號（修訂） 

 

 

以股份計算支付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連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保險合約 

第 9號 金融工具 

第 15號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第 15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修訂） 投資物業之轉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詮譯第 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對價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周期 

 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28 號修訂 

 

除下文所述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的影響

外，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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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續)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

度期間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匯集金融工具會

計處理之所有三個方面：分類及計量、減值及對沖會計法。 

 

本集團選擇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之權益期初結餘確認任何過渡調整。因

此，比較資料並無重列且將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規定呈報。本集

團已就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的影響進行評估。有關分類及計量以及

減值規定的影響概述如下： 

 

分類及計量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對本集團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並無重大影

響。管理層已評估應用於本集團持有之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9 號將金融資產分類為按攤銷成本入賬之債務工具，該等項目先

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分類為貸款及應收款項。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

日的所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賬面值未受初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而影響。 

 

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規定，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按公平值計

入損益並以攤銷成本入賬之債務工具須作減值，將按十二個月基準或全期基

準以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入賬。本集團已應用簡化方式，

並將根據於其所有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融資租賃賬款餘下年期內的所有現

金差額現值估計的全期預期虧損入賬。此外，本集團已應用一般方式並把基

於未來十二個月內本集團其他金融資產可能遭遇之違約事件所估計之十二

個月預期信貸虧損入賬。本集團總結，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對其金融資

產減值評估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對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的權益期初結

餘作出過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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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續)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及其修訂本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1 號建築合約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收益及相關詮釋，除少數例外情況外，其適用於客戶合

約所產生的所有收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建立一個新的五步模式，以

將客戶合約所產生的收益入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收益乃按能

反映實體向客戶轉移貨品或服務而預期有權換取所得的代價金額予以確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的原則為計量及確認收益提供更加結構化的方

法。該準則亦引入廣泛的描述及定量披露規定，包括分拆收益總額、關於履

約責任的資料、不同期間之間合約資產及負債賬目結餘的變動以及主要判斷

及估計。 

 

本集團透過採用經修訂的追溯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根據此方

法，該項準則適用於初始應用日期的所有合約或僅適用於當日尚未完成的合

約。本集團選擇將該項準則應用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尚未完成的合約。首

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之累計影響確認為對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保留溢利期初結餘的調整。因此，比較資料並無重列及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 18 號及相關詮釋呈列。除了更多的呈報及披露要求（例如披露分拆收益

資料及將合約負債從其他應付賬款重新分類）外，本集團總結，收益確認的

時間並無變化，即本集團繼續在貨物交付的時間點確認收益。因此，本集團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的保留溢利無須調整。 

 

合約負債指本集團因已向客戶預收代價而須向客戶轉移貨品的責任。就此而

言，於產品交付前自若干客戶收取的現金或銀行承兌票據於二零一八年四月

一日前確認為預收款項，而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確認為合約負債。因此，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後，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將於二

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從客戶預收的代價港幣 71,590,000 元，由其他應付賬款重

新分類至合約負債。 

 

一般而言，本集團與客戶間之貿易條款為現金交易、銀行票據或信用放貸。

就若干客户之合約而言，本集團容許客户一般按十二個月至二十四個月的信

貸期分期結清應收貿易賬款（「分期合約」）。該等應收貿易賬款需計息。本集

團於注塑機及相關產品之大部分風險及收益以及控制權轉移至客戶時（一般

於交付貨品時）確認全數合約金額為收益。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後，本集團必須確定客戶合約中是否存在重大融資部分。就分期合約而言，

由於客戶支付貨款與本集團向客戶轉移貨物之間的時間長度以及市場上的普

遍利率，本集團認為其包含融資成分。該等合約的交易價格通過使用適當貼

現率貼現承諾代價金額確定。本集團總結，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經採納

後對本集團的財務表現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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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客戶所在地分為不同業務單位。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九

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收益、業績、若干資產、

負債及開支資料。 

 

從對外客戶的 

  分部收益 分部業績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1,061,796 1,121,158 112,726 125,810 

台灣 125,133 125,583 4,401      4,849 

其他海外國家 449,009  421,138 26,750  17,922 

     

 1,635,938 1,667,879 143,877 148,581 

 ═════ ═════ ════ ════ 
 

經營分部業績與除稅前 

溢利調節如下： 

經營分部業績   143,877 148,581 

未攤分收入及收益   10,869 12,445 

企業及未攤分支出     (29,828) (34,001) 

融資成本     (1,954) (1,24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043 3,366 

     

除稅前溢利   124,007 129,1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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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續) 

 

  分部資產 分部負債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2,197,534 2,543,604 428,621 573,938 

台灣 154,090 142,869 29,832 34,877 

其他海外國家 362,544 326,866 62,654 105,882 

     

 2,714,168 3,013,339 521,107 714,69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1,211 32,627 - - 

未攤分資產 706,366 649,734 - - 

未攤分負債 - - 164,562 98,023 

     

 3,451,745 3,695,700 685,669 812,720 

 ═════ ═════ ════ ════ 

 

  其他分部資料 

  已於收益表  

 折舊及攤銷 其他非現金收入 扣除/(撥回)的減值虧損淨額 資本開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53,978 50,018 (69,242) (6,579) 4,582 (5,923) 15,385 52,599 

台灣 1,583 1,266 (635) - 112 (790) 899 2,431 

其他海外國家 2,859 4,050 (2,311) (12) 616 (169) 1,740 4,706 

         

 58,420 55,334 (72,188) (6,591) 5,310 (6,882) 18,024 59,736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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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資料 (續)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1,066,466 1,102,049 

台灣  87,782 94,259 

其他海外國家  862 301 
    

 1,155,110 1,196,609 
  ════ ════ 
 

上述之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按資產所在地及扣除遞延稅項資產及金融工具計算。 

 

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單一對外客戶之交易收益
並無佔本集團總收益之百分之十或以上。 

 

3.  收益 

本集團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與銷售貨品有關，並且所有收益均於貨品控制權轉移
至客戶時確認，一般為交付貨品時。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1,635,938 - 

銷售貨品  - 1,667,879 
    

 1,635,938 1,667,879 
  ════ ════ 

 
分拆收益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港幣千元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 銷售貨品 

按地域區分之市場 

中國大陸及香港     1,061,796 

台灣     125,133 

其他海外國家     449,009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總計    1,635,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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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續) 

下表載列計入報告期初合約負債而於本報告期內確認的收益金額：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計入報告期初合約負債的已確認收益 

銷售貨品   57,029 

    ════ 

 

履約責任 

有關本集團履約責任的資料概列如下: 

 

銷售貨品 

履約責任於交付貨品後達成，而付款一般於交付起計三十天至一百八十天內到期。 

 

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售出存貨成本    1,282,334 1,244,913 

折舊   57,033 53,951 

預付土地租賃款之攤銷    1,387 1,38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513) 2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註銷    770 2,24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減值撥回)淨額   4,720 (1,583)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減值/(減值撥回)淨額    (715) 1,050 

存貨撥備/(撥備撥回)淨額   976 (4,415) 

其他應收賬款減值/(減值撥回)淨額   329 (1,934) 

匯兌差異淨額    15,986 3,594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64,119) (8,512) 

利息收入   (8,865) (9,996)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2,004) (2,449) 

高賬齡負債之註銷   (8,326) (3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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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支出 

年內，本集團未有計提香港利得稅，乃由於本集團沒有產生源於香港之應課稅溢
利(二零一八年: 無)。其他地區之溢利稅項則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司法權
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本年度支出    

香港   - - 

其他地區   18,383 18,560 

過往年度少提撥備   695 718 

遞延   15,700 7,034 

     

本年度稅項支出   34,778 26,312 
   ════ ════ 
 

6. 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已付股息：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之末期 

–每股普通股港幣 0.05 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 港幣 0.026 元)   31,527 16,394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之特別末期 

–每股普通股–無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 港幣 0.032 元)   - 20,177 

中期–每股普通股港幣 0.03 元 

(二零一八年：港幣 0.03 元)   18,916 18,916 

     

   50,443 55,487 

   ════ ════ 

建議末期股息： 

末期–每股普通股港幣 0.04 元  

(二零一八年：港幣 0.05 元)     25,221 31,5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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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港幣 90,279,000 元

(二零一八年：港幣 101,877,000 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630,531,600

股(二零一八年：630,531,600 股)計算所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內並無發行任何

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於該等年內概無就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進行調整。 

 

8.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713,646 682,881 

減值  (81,062) (87,801)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a) 632,584 595,080 

應收票據賬款  (b) 282,514 271,689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總計  915,098 866,769 

部分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30,779) (22,588) 

    

流動部分  884,319 844,181 

  ════ ════ 
 

客戶之貿易條款一般為現金交易、銀行票據或信用放貸。本集團根據個別客戶之

商業實力及信譽給予客戶信貸額，信貸期一般為三十天至一百八十天。本集團採

取嚴格政策控制信貸條款及應收賬款，務求信貸風險降至最低。 

 

基於上述的觀點及本集團的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由大量分散客戶所組成，故沒有

重大的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或其他加強信用之物

品。除應收貿易賬款港幣 79,663,000 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85,815,000 元）以平

均年利率 6.1%（二零一八年：6.1%）計息及信貸期一般為十二個月至二十四個月

外，剩餘之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並不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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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續) 
 
(a) 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計算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九十天內  275,450 258,879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92,680 118,578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天 163,745 155,670 

超過一年  100,709 61,953 

    

  632,584 595,080 

  ════ ════ 

 
(b) 於報告期末之應收票據賬款之到期日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九十天內  114,772 121,423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104,782 106,575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天 62,960 43,691 

    

  282,514 271,6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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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 

本集團租賃若干注塑機予客戶。該等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及其剩餘租賃期限為介

乎一個月至二年 (二零一八年: 一個月至二年)。客戶於融資租賃期限完結時，將

購買已租賃之注塑機。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  42,968 37,951 

減值  (937) (1,717)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淨額   42,031 36,234 

部分分類為非流動部分  (4,215) (2,591) 

    

流動部分  37,816 33,643 

  ════ ════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融資租賃的未來最少應收租賃款項總額及彼等

現值如下： 
 

                       最少應收 

  最少應收 租賃款項 

  租賃款項 的現值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款項: 

一年內 39,249 34,571 37,816 33,643 

第二年 4,329 2,639 4,215 2,591 

      

最少應收融資 

租賃款項總計 43,578 37,210 42,031 36,234 

   ════ ════ 

未賺取財務收入 (1,547) (976)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淨額總計 42,031 36,234 

分類為流動資產 

的部分 (37,816) (33,643) 

   

非流動部分 4,215 2,591 

 ═════ ═════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或然收入被確認 (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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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 

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九十天內   211,302  326,244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39,576 65,552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天  38,224 67,759 

超過一年   10,238 16,302 

    

   299,340 475,857 

    ════ ════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並不附利息及一般三至六個月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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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局已議決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港幣 4.0 仙（二零一八年：港幣 5.0仙），惟須待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星

期四）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上經股東批准。連同已派付

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3.0仙（二零一八年：港幣 3.0仙），截至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總額為每股普通股港幣 7.0仙（二零一八年：港幣 8.0仙）。  

 

末期股息約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五）派發予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星

期五）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及

於會上投票，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

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出

席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所有

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一併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

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54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須待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周年大

會上獲本公司的股東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的收取權之記錄日期

為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五）。為確定股東有權收取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本

公司將由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五）（首

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獲派發建議之末期股

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

四時三十分前，一併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54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 

業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財政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港幣 16.36 億元 （二

零一八年：港幣 16.68 億元），較去年基本上持平（下跌 2%）。權益持有人應佔溢

利為港幣 9,000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1.02 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 14.3仙 

（二零一八年：港幣 16.2 仙）。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已包含了本財政年度比去年多

扣除之港幣 1,200萬元額外滙兌淨虧損，以及港幣 4,200萬元的額外投資物業增值。

董事局建議本財政年度派發末期股息為每股港幣 4.0仙（二零一八年：港幣 5.0仙）。 

 

本財政年度是金融風暴後的十周年。十年前，金融風暴由美國次按崩潰開始，繼而席

捲全球。十年後的二零一八年，全球經濟復甦乏力，深層次影響尚未消除，單邊保護

主義又抬頭，並帶來新的壓力。在上半年度，首先是主要經濟體增速觸頂，一些發展

中國家出現金融及政治動蕩，而主要工業國的採購經理指數（PMI）（包括中國，但

除卻美國）都大幅下跌，反映製造業情景在上半年急劇轉冷。美國與全球多個國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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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多輪貿易爭端，與中國更是觸發「世紀貿易戰」，促使世界民粹主義抬頭，故地緣

政治衝突不斷，對經濟構成極大困擾。 

 

美國政府的單邊主義思維在全球範圍內掀起貿易糾紛，建立關稅壁壘。由於無人能對

美國保護主義構成有效制約，使各國政治博弈加劇，引發連串社會矛盾。俄羅斯及伊

朗受制裁、英國脫歐、意大利預算困局、法國「黃背心」運動及卡塔爾退出石油輸出

國組織（OPEC）等，都突顯了全球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 

 

到了下半年度，不僅全球 PMI 都跌至谷底，更一致性地跌破 50 平均線，反映了全球

製造業在高速收縮（此情況一直維持到二零一九年第一季）。西方發達國家以美國「一

枝獨秀」，歐洲則是疲軟，這是極其不健康的情況。而在發展中國家之中，亞洲雖保

持較高增長，但其他則嚴重放緩，一些國家甚至出現貨幣大幅貶值、資本外流、股市

下跌及債務壓力上升等狀況，尤其以阿根廷、俄羅斯及土耳其等國家的貨幣危機（印

度等次之）更引起全球關注。 

 

在這種動盪的大環境下，本集團在第一季度雖然勢頭良好，但踏入七月份以後由於

中、美貿易戰正式展開，中國 PMI 更一路向下跌破 50 平均線，人民幣滙率頻頻挑戰

「破七」大關，故此本集團的上半年營業額即時受到影響，最終只略見增長。而在下

半年度，全球經濟形勢急劇惡化，到了第四季度基本上進入谷底，故此雖然本集團憑

著新產品在市場中的良好口碑，全年營業額仍然錄得輕微下跌。但由於競爭激烈、市

場觀望氣氛濃厚，對價格構成沉重的壓力；再加上中國鋼鐵原材料價格上升，是本集

團盈利下降的直接原因。 

 

市場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按客戶地域劃分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客戶地域 

二零一九年 

（港幣百萬元） 
二零一八年 

（港幣百萬元） 變動 

中國大陸及香港 1,062  1,121  -5% 

台灣 125   126  -1% 

其他海外國家 449 421 +7% 

 1,636 1,668 -2% 

 

中國經濟於二零一八年增長 6.6%，陷入了二十八年來的最低點，其中主要的原因是

與美國展開的數輪貿易戰，以及雙方互相建立的關稅壁壘。在貿易戰開始後，中國的

製造業 PMI 急劇下滑，迅速跌破 50 平均線至近十年的新低，並且持續到二零一九年

第一季。尤其是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貿易數字出現令人意外的收縮，而二零一九年

一月份的工廠活動指標急劇惡化，均反映中國內地經濟的冷卻速度比預期更快。 

 

部份國外資金撤離是貿易戰帶來的直接衝擊，股市因而受挫，外匯儲備快速下降，頻

創多年以來最大降幅。人民幣匯率的不斷貶值更加劇了資金外流。而高關稅、出口下

降及市場轉移等壓力嚴重影響企業信心，一些企業倒閉相應帶來失業。在中、美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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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開始後不久，中央政府即要求各地政府留意「規模性失業」問題。另外，經濟衝擊

也突顯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 

 

雖然處於極其惡劣的市場氣氛中，本集團的「第六代」MK6系列高速機型以及二板式

大型注塑機繼續獲得廣泛好評，仍然能錄得不錯的銷售增長。故此，本集團的中國營

業額只比去年同期下跌 5%至港幣 10.62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11.21億元）。 

 

在國際市場方面，本年度世界經濟繼續溫和增長，但動力有所放緩。美國經濟表現超

過預期，導致美國政府有恃無恐地實行一系列針對貿易對手的打擊，而美國聯儲局持

續加息則使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外流加劇。由於保護主義及單邊主義抬頭，國際貿易規

則的深化調整如箭在弦。總體來說，美國的政策是影響本年度世界經濟及擾動國際金

融經貿規則的源頭。 

 

歐元區經濟保持穩步增長，一些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實現了不同程度的復甦：印度增長

理想，俄羅斯及巴西等國家保持優勢。因此，本集團本年度在美國、南美（尤其是巴

西）及歐洲等地都錄得良好業績增長；至於亞洲及印度市場在本年度的表現未及預

期，只維持平穩增長，而中東更是地緣政治動盪的重災區；故此本集團的整體海外營

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7%至港幣 4.49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4.21億元）。 

 

台灣客戶主要依賴歐、美等發達市場，故此繼續是本年度表現最平均的地區，營業額

基本持平至港幣 1.25 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1.26億元）。 

  

新技術及新產品發展 

二零一八年度是震雄集團成立的六十周年，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順德

廠區舉辦了第一屆「震雄超級新產品嘉年華」，總共邀請近七百名客戶及合作夥伴參

加，會中推出四款全新產品，種類之多及場面之熱鬧是業內近期罕見的。 

 

四款全新產品分別是： 

 

   萬眾期待的高端全電式注塑機 SPARK「星火」系列 

   MK6e「演化版」高性價比注塑機系列 

   MK6「第六代」延伸至 1,600噸大型機 

   MK6 XL 版超大射膠量注塑機 

 

這其中以 SPARK「星火」系列全電機最為矚目。有別於一般中國生產的全電機，此機

型是本集團與策略性技術夥伴多年共同開發的成果，以日本的技術作指引，成就了一

款無論在速度、穩定性、實體表現、靈活性及廣泛適用性方面都無與倫比的全電機產

品。它打破了傳統中國全電機及高端日本全電機之間的表現界限及技術壁壘，本集團

有信心該產品在不久的將來在中國高端市場上會變得家傳戶曉。 

 

至於 MK6e 則將是本集團來年的一款星級產品，其適用性廣且性價比極高，能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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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分市場應用場景，讓高端的 MK6可以專注高端應用。MK6e 系列型號中的「e」字有

特別含意：即英文 evolution（即演化、進化）的縮寫，代表了此全新產品線是 MK6

的自然延伸、自然演化；有了這款新產品，本集團對於未來在市場上的競爭將有絕對

的信心。 

  

生產效率與產能 

在本財政年度，本集團銳意加強對生產成本（包含勞動成本）的監控，從而改善毛利

率。持續推行的改善項目獲得全體員工參與，在生產、後勤、運營管理等領域全面提

升效率及質素，配合全新機型系列的推出、以及為特定行業設計專用解決方案，將有

助推動本集團在目標市場的增長。 

 

本集團在所有主要生產基地繼續重點實施「7S」及全員生產性保全(TPM)項目工作，

改善生產現場環境及設備狀態、提升人員及設備的效益。於順德的震德廠房投入了新

的全自動化智能油缸蓋生產線作為試點，獲得了完滿成功，本集團在未來將更廣泛使

用自動化解決方案。 

 

本集團亦致力配合國家政策、持久積極地做好環保及安全生產工作，持續檢討能源使

用狀況，達到降排減廢的目標。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港幣 16.13 億元(二零一八年：

港幣 16.76 億元)，較去年下跌 4%。現金及銀行結存(包括有抵押存款)為港幣 6.88 億

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6.59 億元)，較去年增加港幣 2,900 萬元。銀行貸款為港幣 7,400

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2,500 萬元)，增加港幣 4,900 萬元，銀行貸款為短期浮息貸款，

用作一般營運資金。本集團淨現金結餘為港幣 6.14 億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6.34 億元)，

減少港幣 2,000 萬元。 

 

本集團的負債比率乃按總借貸扣除現金及銀行結存除以總資產計算。於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淨現金結餘。因此，並無呈報負債比率。 

 

本集團會繼續維持一貫穩健的財務管理政策，配合適度的融資，儲備充足的流動資

金，以應付本集團對各項投資及營運資金的需求。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若干附屬公司所持有之銀行存款中，為數港幣

2,000 萬元 (二零一八年：港幣 4,700 萬元)已作抵押，其中港幣 1,100 萬元 (二零一八

年：港幣 2,000 萬元)用作擔保於中國大陸之銀行給予客戶作購買本集團產品的銀行貸

款；港幣 900 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2,700 萬元)用作擔保發出給予供應商的銀行承

兌匯票，該等匯票記入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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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大陸興建之工業建築物及購買之生產

設備之資本承擔為港幣 700 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800 萬元)，資金會由本集團內部

資源提供。 

 

資金及外幣風險管理 

本集團在資金管理方面，採取穩健的理財策略，現金主要以港元、人民幣、新台幣、

美元及歐元持有，並一般以短期或中期存款存放於銀行，作為本集團的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相等於港幣 2,400 萬元的日圓借貸(二零一八

年 ：港幣 2,500 萬元)，用作支付供應商日圓貨款。本集團亦不時對若干波動較大的

外幣風險作出評估，以合適之方法減低有關的風險。 

 

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有重大投資, 並知悉任何人民幣匯率波動將對本集團的淨溢利有

所影響。但由於本集團之交易多以人民幣結算，故該匯兌虧損對本集團營運及現金流

的直接影響輕微。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i)就客戶用於購買本集團產品的銀行貸款所提供

給銀行的擔保為港幣 1,100 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3,800 萬元) ;及(ii)為客戶提供給銀

行的履約擔保為港幣 300 萬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300 萬元)。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全職僱員總數約為 2,300名 (二零一八年：2,500

名)。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完善之薪酬及福利條件，薪酬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而僱員

之回報取決於其個人表現及本集團業績表現。 

 

於人才培訓方面，本集團透過定期為僱員提供教育、專業培訓及生活輔導等活動，不

斷提升員工質素、專業知識水平及團隊精神。 

 

來年展望 

來年的市場氣氛繼續圍繞在中、美貿易的角力上。美國最新一輪的關稅提升把休戰的

機會變得遙遠，保護主義抬頭讓很多方經濟陷於猜忌。中國本土積病纏身，既要面對

經濟增長減弱、貿易受阻、貨幣貶值等現實因素，也要顧及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

資金外流等一系列隱憂，相信會令中央政府出台新措施構成不少矛盾。 

 

本集團估計，在短期的未來中國市場仍然會是疲弱的，仍然會受中、美貿易戰的不明

朗性所困擾，而國際市場也會開始感受到美國單邊主義的壓力，相信會令前景變得難

以預測。本集團將極力以推出最新的產品、廣泛引入不同行業新客戶作為主要應對方

針，在未來的困難環境中盡量贏取市場份額，搶佔市場位置，以維持增長的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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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惟與

以下守則條文之偏離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 A.4.2 條之規定，每位董事應至少每三年一次輪值退任。本公司之董

事（除本公司主席外）須至少每三年一次輪值退任，因根據百慕達一九九一年震雄集

團有限公司公司法，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退任。 

 

根據守則條文第 A.2.1 條之規定，主席與集團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蔣麗苑女士為董事局主席（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起）兼本公司集團總

裁。鑑於蔣女士的技能和經驗以及彼長期服務於本集團，該架構可視為適合本集團，

並可為本集團提供強大且貫徹的領導力，為業務提供有效及高效的規劃及決策，以及

能執行長期業務策略。 

 

遵守標準守則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準則（「操守準則」），其條款不較上市

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寬

鬆。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本公司確認各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操守準則及標準守則的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獨立核數師於初步公告之工作範圍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收益表、綜

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之數字已得到本公司核數師的同意，該等數字與本集團本年

度綜合財務報表初稿所載之數字一致。本公司核數師就此所履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按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所進行之

核證聘用，因此，本公司核數師並無就初步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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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

務報表，以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

及慣例。 

 

 

代表董事局 

震雄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集團總裁 

蔣麗苑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蔣麗苑女士、蔣志堅先生及鍾效良先生，而本公

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慶光先生、Anish LALVANI 先生、陳智思先生及利子厚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