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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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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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Asialum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榮陽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78）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為736百萬港元，與二零一八
年同期的809百萬港元相比，減少9.1%；

•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31百萬港元，與二零一八年
同期的58百萬港元相比，減少46%；

•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215百萬
港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則有129百萬港元虧損；及

•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為17.9港仙（截至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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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陽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的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中期業績，並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財務資料

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735,787 809,245
銷售成本 4 (704,707) (751,680)

毛利 31,080 57,565

分銷及銷售開支 (33,109) (34,490)
行政開支 (151,955) (112,969)
其他收入 7,998 7,344
其他虧損－淨額 8 (2,582) (13,031)

經營虧損 (148,568) (95,581)

財務收入 69 127
財務成本 (63,551) (32,241)

財務成本－淨額 (63,482) (32,114)

應佔以權益法列賬的投資的業績 – (236)

除所得稅前虧損 (212,050) (127,931)

所得稅開支 9 (2,591) (641)

本期間虧損 (214,641) (128,572)

以下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14,641) (128,506)
－非控股權益 – (66)

(214,641) (128,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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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 (214,641) (128,572)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或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2,678 (8,445)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 (111)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12,074) (137,01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以每股港仙為單位） 11 (17.9)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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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90,159 958,941
土地使用權 269,125 278,598
使用權資產 23,841 –
投資物業 12,003 –
按金及預付租賃款 1,316 1,587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 60,380 80,027

1,356,824 1,319,153

流動資產
存貨 293,251 243,523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 5 430,174 419,977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5,830 81,604
已抵押銀行存款 3,138 3,63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5,041 22,720

907,434 771,459

總資產 2,264,258 2,090,612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0,000 120,000
儲備 412,814 624,88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32,814 744,888

權益總額 532,814 74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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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551,927 70,509
租賃負債 10,487 –

562,414 70,50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6 63,602 98,375
合約負債、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98,621 236,511
應付董事款項 644 6,645
借貸 802,687 816,965
租賃負債 12,694 –
融資租賃承擔－流動部分 – 136
有關政府補助的遞延收入 18,215 18,469
即期所得稅負債 72,567 98,114

1,169,030 1,275,215

總負債 1,731,444 1,345,724

權益及負債總額 2,264,258 2,09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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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不包含通常載於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內的全部類
別附註。因此，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
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有關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2. 重要事項

誠如二零一八年年報所披露，本公司前任核數師於審核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的過程中識別出若干事項，並已由獨立專業顧問對某些事項展開調查。
保留意見的基準載於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3.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
報表內所述該等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貫徹一致。

(a) 所得稅評估：

中期所得稅乃按照預期年度的總盈利所適用之稅率予以預提。

(b) 會計政策的變動及披露：

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週年綜合財務報表時所依循者互相一致，惟採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
一日生效的新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解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因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修訂 具有反向補償提前還款特徵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 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中的長期權益

除如下文所解釋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修訂「聯
營企業和合營企業中的長期權益」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第23號「所
得稅處理的不確定因素」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與本集團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的編
製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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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過渡的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租賃負債根據剩餘租賃付款使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增
量借款利率折現的現值確認，並包括在租賃負債內。使用權資產按租賃負債金額並就
於緊接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前在財務狀況表內確認與租賃相關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
付款額的金額作出調整後計量。所有該等資產均已於該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評
估是否有任何減值。本集團選擇在財務狀況表內分開列報使用權資產。

對於先前包括在投資物業及按公允價值計量的租賃土地及樓宇（為賺取租金收入及╱
或為資本增值而持有者），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繼續將其包括在投資物業。
其繼續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按公允價值計量。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已使用以下可選擇的
可行權宜方法：

• 對於租賃期於首次應用日期後12個月內到期的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在合約包含延長╱終止租賃的選擇權時，則於事後確定租賃期限

(i)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的影響如下：

增加
千港元

（未經審核）

資產
使用權資產增加 29,356

總資產增加 29,356

負債
租賃負債增加 29,356

總負債增加 2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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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的性質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租賃負債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
承擔的對賬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 32,355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增量借款利率 7.2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折現經營租賃承擔 29,356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租賃負債 29,356

新會計政策概要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週年財務報表內所披露有關租賃的
會計政策，由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已替換
為以下新會計政策：

使用權資產
於租賃開始日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
虧損計量，並就租賃負債的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當使用權資產與作為存貨
持有的租賃土地權益相關時，其後續根據本集團有關「存貨」的政策按成本與可
變現淨值孰低計量。使用權資產的成本包括所確認租賃負債的金額、發生的初
始直接成本以及於開始日或之前作出的租賃付款額減任何收到的租金激勵。除
非本集團合理肯定會於租賃期結束後取得租賃資產的所有權，否則，所確認的
使用權資產在其估計可使用年期與租賃期兩者中較短的期間內按直線法折舊。
當使用權資產符合投資物業的定義時，則計入投資物業內。相應的使用權資產
初始按成本計量，後續根據本集團有關「投資物業」的政策按公允價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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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按租賃期內將作出的租賃付款現值確認為租賃負債。租賃
付款包括固定付款額（包括實質上是固定的付款額），減去任何應收的租
賃激勵；取決於一項指數或比率的可變租賃付款額；及餘值擔保下預計
應支付的金額。租賃付款亦包括本集團可以合理確定將會行使的購買選
擇權的行使價以及（如果租賃期反映本集團行使終止選擇權）有關終止租
賃的罰款付款。並非取決於一項指數或比率的可變租賃付款額在觸發付
款的事件或情況出現的期間確認為開支。

於計算租賃付款的現值時，如果不能較容易地確定租賃中的內含利率，
則本集團使用於租賃開始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於開始日後，租賃負債金
額會為反映利息的累積而增加以及因所作出的租賃付款額而減少。此外，
倘若出現租賃修改、由指數或利率變動引起的未來租賃付款額有變、租
賃期更改、實質上是固定的付款額更改或有關購買相關資產的評估有所
改變，則會重新計量租賃負債的賬面金額。

在釐定有重續選擇權的合約的租賃期時作出重大判斷
本集團將租賃期釐定為不可撤銷的租賃期間，如果合理確定會行使延長
租賃的選擇權，則包括有關選擇權所涵蓋的任何期間，而如果合理確定
不會行使終止租賃的選擇權，亦包括有關選擇權所涵蓋的任何期間。

本集團根據其部分租賃可選擇續租若干年。本集團於評估是否合理確定
會行使重續選擇權時，會運用判斷。其會考慮產生行使重續選擇權的經
濟誘因的所有相關因素。於租賃開始日後，如出現在本集團控制範圍內
及影響其行使重續選擇權的能力的重大事件或情況變動，本集團會重新
評估租賃期。

(iii) 在財務狀況表及損益內確認的金額

使用權資產 租賃負債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29,356 29,356

折舊費用 (5,488) –
利息開支 – 796
付款 – (6,947)
匯兌調整 (27) (2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23,841 2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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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董事會為本公司的主要經營決策者。董事會透過審閱本集團的內部申報，以評估表現及調
配資源。董事會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營運分部。

董事會從產品及地理角度考慮業務。董事會定期從產品及地理角度審閱綜合財務報表，以
評估表現及作出資源分配決策。營運分部乃根據產品釐定。管理層根據對毛利的計量評估
營運分部的表現。

本集團自三個產品分部錄得收益，即電子產品配件、建築及工業產品及門及窗框架系統，
並於五個地理區域經營業務，即中國（不包括香港）、澳洲、北美、香港及其他地區。

各可呈報產品分部的描述如下：

可呈報產品分部 產品類型

電子產品配件 消費電子產品的鋁零件，包括電腦的散熱器及底盤

建築及工業產品 出售作建築及工業用途的產品，包括門及窗框架、幕牆、
欄杆、運輸工具的機身零件、機械及電子設備以及消費者
耐用品

門及窗框架系統 透過分銷商出售門及窗框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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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運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電子

產品配件
建築及

工業產品
門及窗

框架系統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部客戶的銷售額 263,398 429,719 42,670 735,787
銷售成本 (234,111) (423,543) (47,053) (704,707)

分部毛利 29,287 6,176 (4,383) 31,080
未分配經營成本 (185,064)
其他收入 7,998
其他虧損－淨額 (2,582)
財務成本－淨額 (63,482)

除所得稅前虧損 (212,050)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運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未經審核
電子

產品配件
建築及

工業產品
門及窗

框架系統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部客戶的銷售額 360,866 394,745 53,634 809,245

銷售成本 (314,422) (387,591) (49,667) (751,680)

分部毛利 46,444 7,154 3,967 57,565

未分配經營成本 (147,459)

其他收入 7,344

其他虧損－淨額 (13,031)

財務成本－淨額 (32,114)

應佔以權益法列賬的 

投資的業績 (236)

除所得稅前虧損 (127,931)



12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及
毛利按銷售所源自的地區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 澳洲 北美 香港 其他地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部客戶的銷售額 468,878 122,799 29,249 47,262 67,599 735,787
銷售成本 (461,745) (106,858) (21,165) (41,142) (73,797) (704,707)

毛利 7,133 15,941 8,084 6,120 (6,198) 31,080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 澳洲 北美 香港 其他地區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對外部客戶的銷售額 585,431 138,901 32,510 27,284 25,119 809,245

銷售成本 (554,583) (123,125) (25,709) (24,207) (24,056) (751,680)

毛利 30,848 15,776 6,801 3,077 1,063 5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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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422,254 419,977

應收票據 7,920 –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淨額 430,174 419,977

此等應收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本集團的銷售主要以(i)貨銀兩訖；及(ii) 30至90

天（二零一八年：相同）的信貸期作出。本集團不持有任何作為擔保的抵押品。

貿易應收款項按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293,990 308,551

1至30天 59,885 61,929

31至60天 14,185 25,617

61至90天 11,309 7,972

91至180天 34,406 6,421

181天至一年 11,719 3,214

超過一年 4,680 6,273

430,174 419,97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應收款項293,990,000港元既未逾期亦未減值（於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08,551,000港元）。該等應收款項與近期並無違約記錄的客戶有關。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向財務機構或銀行質押貿易應收款項結餘
83,252,000港元，以換取現金（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1,930,000港元）。該等交易
已入賬為抵押借貸。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所有貿易應收款項均不計息（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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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貿易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發票日期之貿易應付
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24,602 37,711

31至60天 18,018 40,211

61至90天 7,978 5,675

90天以上 13,004 14,778

63,602 98,375

7.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核數師酬金－本期間 2,350 2,350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704,707 751,68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工資及薪金） 161,788 141,39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0,412 49,146

使用權資產折舊 5,488 –

土地使用權攤銷 3,373 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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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虧損淨額 (2,582) (13,056)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 – 25

(2,582) (13,031)

9.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按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估計應課稅盈利以稅率16.5%作
出撥備（二零一八年：相同）。

本集團於中國的營運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
國企業所得稅標準稅率為25%（二零一八年：相同）。

根據澳門政府頒佈的第58/99/M號法令第12條，澳普（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於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獲豁免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二零一八年：相同）。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2,591) (641)

海外稅項
－本期間 – –

(2,591) (641)

10. 股息

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佈派發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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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由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
算得出。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214,641) (128,506)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減為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股份（千股） 1,199,405 1,199,405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17.9) (10.7)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分別並無發行在外的具攤薄性
潛在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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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概覽

業務及財務概覽

本集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一家鋁產品製造商，備有豐富及多元的
優質產品組合。我們製造三類產品：(i)電子產品配件；(ii)建築及工業產品；以及
(iii)門及窗框架系統。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的經營收益總額為
736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同期：809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二零一八年同期」）減少9.1%。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於本期間為4.2%，低
於二零一八年同期的7.1%。股東應佔除稅後淨虧損為215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同
期：129百萬港元）。

電子產品配件

電子產品配件分部佔本集團收益總額中的263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的361

百萬港元減少27.0%。電子產品配件的毛利率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12.9%下跌至本
期間的11.1%。

建築及工業產品

於本期間內，建築及工業產品分部的收益及毛利率分別為430百萬港元（二零一八
年同期：395百萬港元）及1.4%（二零一八年同期：1.8%）。於本期間，此分部的收
益有所增加，惟毛利率則有所減少，而於本期間內，其他地區（包括歐洲）的銷售
額則上升169%。原材料及其他製造成本價格上升，均令建築及工業產品分部的毛
利率有所下降。

門及窗框架系統

門及窗框架系統分部為本集團總收入貢獻43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之54百
萬港元減少20.4%。門及窗框架系統之毛利率由二零一八年同期之毛利率7.4%下
降至本期間之毛損率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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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隨著銷售額減少，銷售成本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752百萬港元減少6.2%至本期間
的705百萬港元。

毛利

毛利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58百萬港元下降46.0%至本期間的31百萬港元，而毛利率
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7.1%減至本期間的4.2%，乃由於(i)本期間的營業額減少；(ii)

原材料及製造成本價格上升；及(iii)南陽及新疆的新生產線投產所致。

分銷及銷售開支

分銷及銷售開支由二零一八年同期34百萬港元減少至本期間的33百萬港元。其主
要包括運輸開支及員工相關開支。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113百萬港元增加至本期間的152百萬港元。增加乃
主要由於經營開支增加，尤其是僱員福利開支增加。

其他虧損－淨額

其他虧損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13百萬港元變為於本期間的3百萬港元。此虧損乃
主要由於本期間內人民幣（「人民幣」）兌港元貶值， 使本集團蒙受匯兌虧損。

財務收入

財務收入為0.1百萬港元，與二零一八年同期相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於本期間約為64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同期則為32百萬港元。財務成本
增加乃由於有關本集團持續收購及擴充之借款增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為3百萬港元，該稅項在本期間內主要來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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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未來業務發展

為了捕捉全球一體化趨勢及「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本集團穩步擴展海外銷
售網絡，我們在不同地區設立附屬公司，如英國和新加坡等擴展其業務，為本集
團發展奠下堅實的根基。

預計電子產品配件分部客戶將為本集團帶來較其他分部更高的利潤率。展望將來，
本集團將繼續透過擴闊客戶基礎、開發新產品及進一步鞏固本集團與主要客戶的
關係，發展電子產品配件業務的商機。我們正按市場要求不斷努力開發產品，我
們的研發部亦正全力達成目標。本集團已符合全球汽車品質管理系統標準
IATF16949:2016的要求，使本集團得以在未來承接生產以擠壓工藝製造的汽車零
部件（鋁合金類型材）訂單。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之公告所披露，本公司計劃將現於廣東省
增城之生產設施遷至中國河南省南陽市，並在當地設立一個新的鋁合金生產基地。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下旬，廣州市城市更新局宣佈，本集團增城廠房座落的增城土
地歸入增城城區重建計劃。

在發出有關土地用途由工業用途改為商業及住宅用途的正式文件的規限下，本集
團之增城生產廠房將會遷出現有地點。經與相關政府機關或潛在投資者進一步討
論及磋商後，本集團認為有望因增城土地潛在價值上升而進一步受惠於有關情況。
增城生產廠房之搬遷過程仍在進行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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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位於南陽市為本集團的產品進行陽極電鍍處理的綜合製造設施第二階段生
產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日展開。南陽的生產設施建設及開展生產的詳情載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八日、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一
月十七日的公告內。

再者，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榮陽鋁業（香港）有限公司（「榮
陽香港」）與吉木薩爾縣人民政府訂立投資協議，在新疆成立及投資於一間新成立
全資附屬公司，估計總資本最少人民幣200百萬元（相當於約254百萬港元），以生
產高端鋁型材棒及鋁壓延型材產品（「新疆項目」）。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本集團與吉木薩爾縣國土資源局（「國土資源局」）訂立協議購買一幅位於當地之土
地，代價約為人民幣3.6百萬元（相當於約4.4百萬港元），其已獲國土資源局豁免。

本集團位於新疆的生產鋁型材棒製造設施第一階段生產已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四日
展開。新疆項目的投資協議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的公告內。

鋁錠為本集團生產流程所用的主要原材料。把鋁錠熔煉製成鋁型材棒的過程成本
高昂。於新疆吉木薩爾縣設立生產基地，將讓本集團更有效率地生產鋁型材棒，
而供應給本集團的原材料亦可望更為穩定。

憑藉增城、南陽及新疆之設施，本集團更能整合其現有生產設施，並進一步擴大
其產能，以配合對高質素產品不斷增長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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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主要透過股東權益、內部產生現金流及借款的組合為其營運獲得資金。於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85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3百萬港元）、已抵押銀行存款3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百萬港元）、有以人民幣列值的計息借款1,355百萬港元（於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88百萬港元，以人民幣列值）以及有融資租賃承擔零港
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1百萬港元，以港元列值）。

資產質押

本集團為數222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0百萬港元）的土地使
用權、115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百萬港元）的樓宇、120百
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7百萬港元）的廠房及機器，以及83百
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百萬港元）的貿易應收款項已予質押，
作為本集團銀行借款之抵押品。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
120,000,000港元，分為1,200,000,000股每股0.1港元的股份。

外匯及其他風險

於本期間，本集團繼續從主要客戶的銷售中收取澳洲元（「澳元」）、美元及人民幣，
而本集團的大部分原材料採購是以人民幣結算。由於人民幣為不可自由兌換貨幣，
故此港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波動，或會對本集團的業績構成影響。現時本集團並無
訂立任何協議或購買任何工具以對沖本集團的匯率風險。澳元及人民幣的匯率如
有任何明顯波動， 或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構成影響。

本集團面臨商品價格風險，因為鋁錠為本集團產品的主要原材料。本期間內，本
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工具以降低鋁價格波動所產生的風險。鋁價變化或會影響到本
集團的財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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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之公告內所披露，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榮陽鋁業有限公司與鶴山市人民政府訂立投資協議（「投資協議」），根據該協議，
鶴山市人民政府同意就位於中國廣東省江門鶴山市一塊土地的土地使用權進行公
開招標。本集團有條件同意並擬透過公開招標分三階段收購土地使用權。根據投
資協議，本集團擬於鶴山工業城A區設立一個新的生產基地，以製造及生產高性
能及高精密度鋁產品，包括高端鋁合金及模具、硬件部件、散熱器及其他電子部
件，主要乃為滿足海外市場的需求。

有關投資協議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的公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但並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資本承擔
約為229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9百萬港元），其主要涉及在
中國購買機器。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僱員資料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2,900名員工（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900名）。本集團的薪酬待遇乃根據個別僱員的經驗與資歷以及整體
市場情況而釐定。本集團亦確保會因應僱員的需要，為全體僱員提供充足的培訓
及持續專業發展機會。於本期間，本集團產生的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162

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同期：141百萬港元）。

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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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本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於本期間，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董事會認為有效的企業管治乃企業賴以成功
及提升股東價值的要素。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一直應用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內的原則，並已遵守該守則內的守則條文。

董事資料的變動

以下是董事資料於本期間內及截至本公告日期為止之變動，而該等變動根據上市
規則第13.51B(1)條須予披露：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家鈿先生已經獲委任為仁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885）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由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起生效。

除本公告所載者外，董事資料並無任何其他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條披露之變動。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
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條文規定。

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五日，本公司訂立另一份框架協議，以向皓騰家居用品（上海）
有限公司（「皓騰上海」）提供貨品。此框架協議將自簽署日期起計為期三(3)年。供
應金額之年度上限為16,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由於皓騰上海進行內部重組，因此，皓騰上海此後
不再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故此，有關交易不再被視為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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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的規定，本公司設立了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目的
在於檢討及監管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
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馬紹援先生、梁家鈿先生及張華強博士。

審核委員會及管理層已經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建議董事會採納。

審閱中期業績
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報告的公佈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刊登於聯交所的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

www.palum.com)。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將在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各股東及可在以上網站閱覽。

承董事會命
榮陽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獨立非執行主席

張華強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潔雯女士、黃國威先生及高明杰先生；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紹援先生、梁家鈿先生及張華強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