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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美宜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63,656 55,775

銷售成本 (35,091) (29,437)

毛利 28,565 26,338

其他經營收入 253 722

銷售及分銷成本 (4,615) (2,039)

行政開支 (12,035) (13,746)

經營溢利 4 12,168 11,275

財務成本 5 (505) (682)

除稅前溢利 11,663 10,593

稅項 6 (1,980) (1,805)

本期純利 9,683 8,788

股息 7 2,880 2,400

每股盈利－基本 8 1.05港仙 1.1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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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9,775 119,233
證券投資 5,511 －
其他投資 3,903 1,829
會所債券 350 350

129,539 121,412

流動資產
存貨 25,070 18,176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9 46,502 45,398
可收回稅項 － 32
銀行結餘及現金 67,538 19,179

139,110 82,78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0 8,808 9,899
應付稅項 6,474 5,491
融資租約承擔 156 156
銀行借貸 19,301 22,232

34,739 37,778

流動資產淨值 104,371 45,00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3,910 166,419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324 400

遞延稅項 4,827 4,640

228,759 161,37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9,600 8,000
股份溢價及儲備 219,159 153,379

228,759 16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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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本 特別 物業 保留

股本 溢價 儲備 重估儲備 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8,000 134,480 (38,581) 11,700 45,780 161,379

配售以溢價發行之股份 1,600 70,400 － － － 72,000

股份發行支出 － (2,303) － － － (2,303)

已付股息 － － － － (12,000) (12,000)

期內純利 － － － － 9,683 9,683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9,600 202,577 (38,581) 11,700 43,463 228,759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8,000 134,480 (38,581) 11,679 29,547 145,125

已付股息 － － － － (12,000) (12,000)

期內純利 － － － － 8,788 8,788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8,000 134,480 (38,581) 11,679 26,335 14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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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1,796 9,119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8,127) (6,687)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55,900 (15,137)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49,569 (12,70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7,969 19,691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67,538 6,98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67,538 9,694

銀行透支 － (2,708)

67,538 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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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財務報告乃依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標準會計準則第25號「中期財

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6所適用之財務資料披露規定而編製。

2. 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之簡明中期財務報告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均採用一致的會計政策。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按營運部門劃分之營業額及分類業績分析如下：

營業額 分類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運部門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產品製造 27,378 25,404 7,735 7,518

產品貿易 34,835 29,754 3,415 2,567

技術服務 1,443 617 765 468

63,656 55,775 11,915 10,553

其他經營收入 253 722

經營溢利 12,168 11,275

財務成本 (505) (682)

除稅前溢利 11,663 10,593

稅項 (1,980) (1,805)

本期純利 9,683 8,788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及中國大陸。本集團之貿易部門主要位於香港，製造

及技術服務則於中國大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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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下表為本集團按地域市場劃分之營業額分析（不考慮客戶來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9,160 38,213
中國大陸 19,976 15,443
亞洲其他地區 2,425 415
北美及歐洲 624 610
其他國家 1,471 1,094

63,656 55,775

4. 經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

折舊及攤銷：
－自置資產 2,750 2,766
－租賃資產 93 －

列作支出之存貨成本 35,091 29,437

5.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及
透支利息 490 682

融資租約承擔利息 15 －

505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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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包括：

本期間：

－香港利得稅 1,793 1,805

－遞延稅項 187 －

1,980 1,805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三年：17.5%）

計算。

由於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處於稅項豁免期間，因此並無作出中國企業所得

稅撥備。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 2,880 2,400

董事議決向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至二

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3港仙（二零零三年：0.3港

仙）。股息通知書將約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派發。

於本期間，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之末期股息12,000,000港元

已獲批准並派發予各股東。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純利9,683,000港元（二零零三年：8,788,000港

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24,835,165股（二零零三年：800,000,000

股），及該項計算所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包括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新

股配售之影響。

由於本公司並無任何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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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包括在集團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中之貿易應收賬款為43,147,000港元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254,000港元），已按賬齡分列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0,781 16,382

31至60日 13,150 13,641

61至90日 7,107 5,460

90日以上 2,109 3,771

43,147 39,254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3,355 6,144

46,502 45,398

10.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包括在集團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中之貿易應付賬款為5,122,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257,000港元），已按賬齡分列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489 2,214

31至60日 860 1,276

61至90日 919 2,192

90日以上 854 575

5,122 6,25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3,686 3,642

8,808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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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股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00普通股每股0.01港元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960,000,000（二零零三：

800,000,000）普通股每股0.01港元 9,600 8,000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本公司以每股作價0.45港元配發新股160,000,000

股。就本公司配售新股，經扣除專業費用及所有有關支出後，所得款項約為

69,700,000港元。

12.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之

或然負債。

13.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重大之資本承擔。於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因購置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內撥備之物業、廠房及設

備而產生之資本承擔為1,95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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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財務業績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製造「Pme」品牌的各類工業研磨產品，以及經銷多種

國際名牌工業研磨產品。集團營業額的90%以上來自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

區。

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度香港經濟有了明顯的增長，雖然屬起步階段，但確實穩

住了香港經濟，通縮不再！集團也把握住這良好的環境，較好地完成了董事

會制定的上半年度目標，獲得了與去年同期相對合理的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63,700,000港元，

較二零零三年同期增加14.1%。本期間之純利約為9,700,000港元，較上年同

期之純利約8,800,000港元上升10.2%。本期間純利增長之主要原因為有效之

成本控制及營業額上升所產生之貢獻。營業額上升主要因為香港及中國大陸

顧客對本集團產品及服務之需求量增加。期內，本集團展開了多個產品推廣

活動，成功地吸引客戶注意本集團之產品及服務並增加本集團品牌「Pme」於

中國大陸之知名度。期內，本集團採取多項成本控制措施，成功地將行政開

支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2.4%。

本期間令人鼓舞之表現，全來自成功的市場定位及所採取的有效成本監控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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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計息銀行借款約19,300,000港元（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200,000港元），全部借款乃於一年內到期。董

事預期所有銀行借款將由內部資源償還或於到期時滾存而為本集團持續提供

營運資金。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總值約

102,3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4,400,000港元）已抵押予

銀行以擔保授予本集團之銀行融資。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約139,100,000港元（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2,8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

流動比率約為4.00，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比較數約為2.19。於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總資產約268,6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04,200,000港元）及總負債約39,9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2,8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

（以總負債比較總資產計算）約為14.9%，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

為21.0%。

發售新股所得款項用途

就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於聯交所上市，本公司發行新股，

經扣除有關支出後，所得款項約為23,600,000港元。截至本期間內，所得款

項淨額之部份已作以下用途：

－ 約8,000,000港元用於改良本集團之生產設施及技術應用中心；

－ 約3,300,000港元用於拓展本集團之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

－ 約5,000,000港元用於減低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及

－ 約4,600,000港元用於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淨額之餘額約2,700,000港元已存放於

香港持牌銀行，並將用於拓展本集團之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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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新股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本公司以每股作價0.45港元配發新股160,000,000

股。就本公司配售新股，經扣除專業費用及所有有關支出後，所得款項約為

69,700,000港元。截至本期間內，所得款項淨額之部份已作以下用途：

－ 約2,300,000港元用於改良及擴充本集團之生產設施；

－ 約300,000港元用於支援本集團產品之研究及開發；

－ 約200,000港元用於開拓及發展本集團於中國東部之市場；

－ 約5,000,000港元用於減低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及

－ 約36,700,000港元保留為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及未來投資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之餘額約25,200,000港元將根據以下用途使用：

－ 約12,700,000港元用於改良及擴充本集團之生產設施；

－ 約4,700,000港元用於支援本集團產品之研究及開發；及

－ 約7,800,000港元用於開拓及發展本集團於中國東部之市場。

貨幣兌換風險

本集團之採購及銷售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結算。經營開支則以港元或

人民幣計算。由於港元與美元掛漖，而人民幣兌港元之匯率相對穩定，因此

本集團並無重大之外幣兌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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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下半年前景

宏觀上，香港目前的經濟環境，基調穩固。神州大地雖則正在嚴格實行「宏

觀」調控，但相信在經濟上仍會取得繼續增長。中國內地與香港簽訂的

「CEPA」，推行以來，成績有目共睹。她確為本港經濟注入了動力，締造了

有利的復甦條件。本集團深信，香港的長遠發展前景依然樂觀。

前瞻未來：革新求變、居安思危、抓緊機遇、開拓領域，是本集團的經營方

針。近期原油價格的上昇造成本集團生產上應用的多種化工原材料價格大幅

上昇。集團正面對產品成本上昇及難於將上昇的成本轉嫁給客戶，因客戶亦

同樣面對成本上昇的壓力，而且拋光材料市場的競爭正不斷增加。管理層正

盡一切努力去控制產品成本，以求保持本集團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本集

團的全體員工將會盡力以赴，不負眾望，為股東覓求最佳回報。

僱員及酬金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大陸僱用約310名員工。員

工之薪酬乃按基本薪金、花紅、其他實物利益（參照行業慣例）及彼等之個人

表現釐定。本集團亦有向僱員提供購股權計劃，而董事會可酌情向本集團員

工授予購股權。自實施購股權計劃以來，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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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

有本公司須記錄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及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及上市公司董事送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持有股份數目

董事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權益 權益百分比

鄭國和先生 54,400,000 361,168,000 415,568,000 43.29%

（附註）

鄭廣昌先生 54,400,000 361,168,000 415,568,000 43.29%

（附註）

鄭惠英女士 54,400,000 361,168,000 415,568,000 43.29%

（附註）

陳艷芬女士 8,205,333 － 8,205,333 0.85%

附註：此等股份以一家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PME Investments (BVI)

Co., Ltd.（「PME Investments」）之名義持有。鄭國和先生、鄭廣昌先生及

鄭惠英女士各實益擁有PME Investments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三分之一。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聯營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定義）之股本中擁有須記錄

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8分部及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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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於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年內本公司並無授予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任何透

過購買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實益之權利；以上人士於年內亦無行使所述

權利。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令各

董事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此等權利。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推行購股權計劃，目的在於使本公司董事可向本集團若干僱員（包括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購股權，以嘉獎彼

等對本集團所作之貢獻。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沒有根據該購股權計劃向任何參與者

提呈及／或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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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

權益登記冊內，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及聯交所上市規

則規定須予披露之權益或淡倉。以下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或相關股份

之權益：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名稱 持有股份數目 權益百分比

PME Investments（附註1） 361,168,000 37.62%

鄭國和先生（附註2） 415,568,000 43.29%

鄭廣昌先生（附註2） 415,568,000 43.29%

鄭惠英女士（附註2） 415,568,000 43.29%

曾瑞端女士（附註3） 415,568,000 43.29%

溫金平女士（附註4） 415,568,000 43.29%

鄭有權先生（附註5） 415,568,000 43.29%

Morgan Stanley 58,380,000 6.08%

附註：

1. PME Investments乃一家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鄭國和

先生、鄭廣昌先生及鄭惠英女士各實益擁有PME Investments之全部已發行

股本之三分之一。

2. 鄭國和先生、鄭廣昌先生及鄭惠英女士各自個人擁有本公司54,400,000股股

份之權益，各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5.67%。彼等也實益擁有 PME

Investments三分之一之權益，故被視為在本公司於PME Investments全部權

益中擁有權益。

3. 曾瑞端女士為鄭國和先生之配偶。因此，曾瑞端女士被視作於鄭國和先生擁

有權益之本公司股本中415,568,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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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溫金平女士為鄭廣昌先生之配偶。因此，溫金平女士被視作於鄭廣昌先生擁

有權益之本公司股本中415,568,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5. 鄭有權先生為鄭惠英女士之配偶。因此，鄭有權先生被視作於鄭惠英女士擁

有權益之本公司股本中415,568,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

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

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於本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

則（「守則」），除本公司委任現在之獨立非執行董事時沒有根據上市規則訂明

其任期，但須根據本公司之章程而退任及重選。

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三日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五日（首尾兩日包括

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獲派發中期股息，各股

東須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轉讓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以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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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照守則之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

程序及內部監控工作。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告。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鄭國和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