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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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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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37）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利記」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政年度」
或「本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比較期間」）
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276,977 2,711,441

銷售成本 (2,237,825) (2,499,210)
  

毛利 39,152 212,231

其他收入 6,040 7,333
分銷及銷售開支 (28,350) (29,072)
行政開支 (86,756) (102,26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3,067) 13,869

  

經營（虧損）╱溢利 (72,981) 102,096
  

融資收入 1,467 645
融資成本 (10,181) (7,180)

  

融資成本淨額 5(a) (8,714) (6,535)
  



– 2 –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81,695) 95,561

所得稅 6 (4,965) (5,408)
  

年內（虧損）╱溢利 (86,660) 90,153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86,652) 90,153
非控制性權益 (8) –

  

年內（虧損）╱溢利 (86,660) 90,153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及攤薄（港仙） (10.46) 10.88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根據所選擇的過渡方法，並無重列比較資料。見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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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溢利 (86,660) 90,153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重估
 （扣除零稅率稅項） (4,965) –
持作自用的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17,456 –
對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的稅務影響 (2,098) –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扣除零稅率稅項）：

換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產生之
 匯兌差額 (11,590) 14,90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之變動* – (5,104)
於出售可供出售證券後轉撥至損益之金額之
 重新分類調整* – (4,833)

  

(1,197) 4,964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87,857) 95,117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87,849) 95,117
 非控制性權益 (8) –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87,857) 95,117
  

* 該等金額乃根據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前的會計政策產生。作為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期
初結餘調整的一部分，該儲備的結餘已重新分類至公平值儲備，並將在未來期間不會重
新分類至損益。見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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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權益 17,976 18,604
 投資物業 9 64,600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5,744 86,31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16,174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8,380 –
 預付款項 11 188 –
 遞延稅項資產 2,600 2,209

  

129,488 123,303
  

流動資產
 存貨 10 596,869 822,380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206,937 215,679
 可收回稅項 6 150
 衍生金融工具 2,041 544
 代客戶持有之現金 9,605 7,14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356,734 300,364

  

1,172,192 1,346,261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 13 83,894 88,240
 銀行借貸 14 183,284 250,459
 應繳稅項 959 612
 衍生金融工具 3,755 1,892

  

271,892 341,203
  

流動資產淨值 900,300 1,005,0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29,788 1,12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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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4 13,183 14,329
 僱員退休福利責任 2,028 1,142
 遞延稅項負債 4,397 2,659

  

19,608 18,130
  

資產淨值 1,010,180 1,110,23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2,875 82,875
儲備 927,075 1,027,356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1,009,950 1,110,231
非控制性權益 230 –

  

總權益 1,010,180 1,11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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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四年修訂本）在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的地址為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於香港及
中國大陸買賣鋅、鋅合金、鎳、鎳相關產品、鋁、鋁合金、不鏽鋼及其他電鍍化工產品。

本公司的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2 編製基準

本公告所載財務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
報表，惟乃源自該等財務報表。

該等財務報表已遵照二零一八年╱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編製，而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包括所有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該等財務
報表亦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規定。綜合財
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二零一八年：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衍生金融工具除外，其按公平值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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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

(a) 概覽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對於本集團而言於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若干新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其中，下列變動與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有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詮譯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本集團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有關金融資產的分類及信貸虧損的計量的影響，
並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有關收益確認時間、合約成本資本化、從客戶獲取的
重大融資利益以及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的呈列的影響。

根據所選取的過渡方法，本集團確認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第15號的
累計影響，作為對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權益期初結餘的調整。比較資料未經重列。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第15號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惟
分別於附註3(b)及附註3(c)論述的金融資產分類及合約負債呈列除外。

(b) 金融資產分類

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本集團金融資產分類的影響如下：

—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可供出售金融資產16,174,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四月
一日歸類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及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估儲備9,770,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轉撥至公平值
儲備。

(c) 呈列合約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本集團已將向客戶收取之預收款項10,782,000港元自應付貨
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重新分類至合約負債。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於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被合併為單一項目「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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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買賣鋅、鋅合金、鎳、鎳相關產品、鋁、鋁合金、不鏽鋼以及其他電鍍
化工產品。以下為於期內確認的收益：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貨品銷售（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2,276,977 2,711,441
  

(a) 分部收益及業績

營運總決策人根據每個分部除所得稅前之營運業績，撇除其他收入、其他收益╱虧
損淨額及融資成本淨額之影響，作為評估營運分部之表現準則。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收益 分部業績 收益 分部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341,464 (92,376) 1,605,671 64,531

中國大陸 935,513 16,422 1,105,770 16,363
    

2,276,977 (75,954) 2,711,441 80,894
    

本集團按申報分部劃分之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的分析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942,088 359,592 1,301,680
   

分部負債 130,015 161,485 291,500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香港 中國大陸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131,297 338,267 1,469,564
   

分部負債 225,588 133,745 35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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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業績之對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業績總額 (75,954) 80,894

其他收入 6,040 7,333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3,067) 13,869

融資成本淨額 (8,714) (6,535)
  

除稅前（虧損）╱溢利 (81,695) 95,561
  

5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淨額

利息收入 1,467 645
短期銀行借貸利息 (9,853) (6,836)
按揭貸款利息 (328) (344)

  

(8,714) (6,535)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 審核服務 1,780 1,350
 — 其他服務 210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440 9,395
租賃土地攤銷 568 568
經營租賃費用：最低租賃付款 — 物業租金 3,090 2,970
出售存貨成本 2,233,778 2,501,141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收益 – (4,83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766 (552)
金屬期貨買賣合約及遠期外匯合約的已變現
 （收益）╱虧損 (508) 1,282
金屬期貨買賣合約及遠期外匯合約的未變現虧損╱
 （收益） 1,165 (20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61,585 75,347
就撇減存貨作出撥備╱（撥回撇減存貨） 4,047 (1,931)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644 (9,566)
應收貨款之減值虧損 277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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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840 517
—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5,003 4,10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27) (582)

  

5,716 4,035
遞延稅項 (751) 1,373

  

4,965 5,408
  

年內，香港利得稅撥備採用估計年度實際稅率16.5%（二零一八年：16.5%）計算。年內，中
國大陸附屬公司的稅項同樣採用估計年度實際稅率25%（二零一八年：25%）計算。

7 股息

(a) 歸屬於年內之應付權益股東之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元
 （二零一八年：0.015港元） – 12,432
建議分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元
 （二零一八年：0.015港元） – 12,432

  

– 24,864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後建議分派之末期股息並未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確認為負債。

(b) 歸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且於年內批准及派付之應付權益股東之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個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15港元
 （二零一八年：0.015港元） 12,432 12,432
上個財政年度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元
 （二零一八年：0.01港元） – 8,288

  

12,432 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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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虧損（86,65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溢利90,153,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828,750,000股（二零一八年：828,750,000
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由於年內並無發行在外的具有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
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9 投資物業以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淨值對賬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的賬面淨值 86,316 89,251
匯兌差額 (606) 919
添置 7,384 5,683
出售 (766) (142)
折舊 (9,440) (9,395)
重估 17,456 –
轉撥至投資物業 (64,600) –

  

於年末的賬面淨值 35,744 86,316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賬面值為64,600,000港元的物業已因用途由
自住變更為租賃而轉撥至投資物業。

10 存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製成品 617,971 839,349

減：存貨撇減 (21,102) (16,969)
  

596,869 822,380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金額為2,233,77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2,501,141,000

港元）的存貨成本確認為開支，並計入「銷售成本」。



– 12 –

11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部分
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預付款項 188 –

  

流動部分
扣減虧損撥備後之應收貨款 173,210 176,444

向供應商支付之預付款項 5,194 13,119

按金 2,951 2,934

其他應收款項 25,582 23,182
  

206,937 215,679
  

207,125 215,679
  

所有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預計於一年內可予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信貸期由貨到付款至90日不等。於報告期末，應收貨款按發票日期及
扣減虧損撥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143,263 162,094

超過1個月但少於2個月 19,012 8,484

超過2個月但少於3個月 9,787 2,046

超過3個月 1,148 3,820
  

173,210 176,444
  

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311,619 275,039

短期銀行存款 45,115 25,325
  

356,734 300,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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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貨款 52,570 42,585

向客戶收取之預收款項 (i) – 10,782

應計支出及其他應付款項 21,472 34,873
  

74,042 88,240
  

合約負債 (i) 9,852 –
 

 

83,894 88,240
  

附註：

(i)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後，該等金額已自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重新分
類至合約負債。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被合併
為單一項目「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見附註3(c)。

於報告期末，應付貨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52,401 42,524
超過1個月 169 61

  

52,570 42,585
  

14 銀行借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按揭貸款 13,183 14,329
  

流動負債

短期銀行借貸 182,135 249,326
按揭貸款 1,149 1,133

  

183,284 250,459
  

196,467 26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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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應償還銀行借貸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或按要求 183,284 250,459
  

1年後但2年內 1,177 1,158
2年後但5年內 3,694 3,626
5年後 8,312 9,545

  

13,183 14,329
  

196,467 264,788
  

金 額 為14,332,000港 元（二 零 一 八 年：15,462,000港 元）的 按 揭 貸 款 以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賬面值為64,6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物業、廠房及設備47,642,000港元）的投資
物業抵押。

報告期末的實際利率（按年）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短期銀行借貸 3.15% 2.73%
按揭貸款 2.29% 2.74%

  

行政總裁訊息

二零一八╱一九財政年度的全球商業及地緣政治環境中出現極大的不確定性。
中美之間的貿易爭端衝擊全球供應鏈，加劇全球金屬市場波動，世界經濟面
臨重大考驗，不但削弱投資者信心，更對金屬及製造行業造成極大影響。

在利記，我們會不斷反思我們正進行的工作及其目標。在改變是新常態的業
務環境中，為保持公司的蓬勃發展，我們不可蹈常襲故，以往昔的觀念管理
和經營現今的業務。我們在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業務模式時，仍以滿足客戶的
需要及需求為焦點。

在過往數年，利記一直制定及執行以實現多樣化、業務彈性及可持續發展為
目標的策略。我們在很早期就已經識別到市場趨勢，且預計不論是在技術、
經濟環境或甚至客戶需求方面的改變速度將會加劇。因此，我們一直投資可
協助本集團及其客戶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保持競爭力的新技能。

我們的多樣化策略其中一環包括投放資源開拓海外市場，（從優先在東南亞
建立我們的銷售團隊開始）我們服務海外客戶的能力。於本財政年度，我們在
馬來西亞開設第二個地區銷售辦事處，務求與我們於新加坡的現有銷售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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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相互協作，幫助我們的團隊更有效地服務東盟地區持續增長的客戶群，同
時有助利記搶先開展由供應鏈重塑或源自當地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各種商機。

為保持靈活性，利記不僅開發創新產品組合，亦發展一系列的實驗性策略，
內外發掘各種理念。利記起初只為一間買賣優質合金產品的公司，後來涉獵
生產特製合金、以至提供技術及諮詢服務，利記將會在日後迎來更大幅度的
轉型。我們將透過提供超越傳統界限及任何單一行業範圍的解決方案及願景，
利用我們無法輕易地被取代的技術深度及廣度，持續協助客戶成長及發展。

為持續維護我們卓越的營運並實現我們的品牌承諾 — 優質、可靠及專業，我
們亦將更多數據納入分析、數碼化及人工智能系統，務求改善業務流程。透
過將內部服務平台自動化及數碼化，我們引入智能工作流程，打破傳統隔膜，
建立更為專注有效的架構，致力為客戶提供服務，讓彼等享受優質定製產品
及貼身服務。

在環境、社會及管治層面，我們對長遠可持續發展的承諾亦延伸至環境保護、
社會影響及企業管治提升。隨著愈來愈多的監管機構施加「負責任供應鏈」規定，
客戶可充份相信我們的材料來自符合環境及道德規範的來源，同時亦為安全、
可靠且優質。我們亦致力降低業務營運對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尤其是在負
責任採購、能源效益、減排、資源保護及廢棄物管理等範疇。培育及栽培僱員
亦對利記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我們將透過培養及支持終身學習文化繼續實
現有關目標。

儘管未來一年宏觀前景充滿挑戰，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物色商機、加快擴充
利記品牌以及進一步提升其競爭力。我們從內部推動管理的創新思維將有助
保持增長態勢，渡過當前業務環境的變動。透過結合無限想像力及縝密執行
的策略，我們深信，我們正朝著未來多元化、靈活且可持續發展的金屬行業
邁步前進。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陳婉珊 , MH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 16 –

整體業務表現

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對本集團而言充滿挑戰。本集團繼續面
對全球宏觀經濟環境不利，以及全球金屬價格，尤其是鋅（利記的主要產品）
價格持續下跌等逆境因素。

本集團於財政年度的收益為2,277,0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比較期間」）賺取的收益2,711,000,000港元下跌16%。本集團於財政年
度的銷售噸數為94,250噸，而比較期間為108,060噸。

本集團於財政年度錄得毛利39,000,000港元及毛利率1.72%，而比較期間錄得毛
利212,000,000港元。本集團於財政年度錄得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87,000,000
港元，而比較期間則為溢利90,000,000港元。

虧損主要由於全球金屬價格（尤其是鋅價）下跌，降低了財政年度銷售交易的
整體毛利。本集團的財務表現亦受全球宏觀經濟環境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尤
其是中美之間不斷升級的貿易爭端及其對本集團客戶（主要為中小企業製造商）
信心的影響。

全球鋅價於財政年度在每噸3,332美元及2,285美元之間波動。於上半年，在美
國及中國政府宣佈計劃向對方的部分進口產品徵收關稅後，鋅價急劇下跌，
並與貿易談判進展有關的消息及猜測而導致價格大幅波動。於二零一八年八
月跌至每噸2,285美元的低位後，鋅價開始反彈，原因是貿易爭端對全球生產
總值增長的影響低於預期（儘管其對中國中小企業製造商的影響）。於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鋅價為每噸2,999美元。

在財政年度上半年，全球鎳價震盪的同時，亦得益於中國收緊環境政策而減產、
庫存下降、鋼材價格居高及電動汽車市場發展的持續景氣現象。於二零一八
年六月，此上升趨勢因中美貿易爭端而逆轉，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降至每
噸10,436美元的低位。受全球供應憂慮影響，全球鎳價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下旬
至二零一九年三月初出現部分反彈，於二零一九年三月達每噸13,610美元的
高位。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鎳價為每噸12,896美元。

財政年度內分銷及銷售開支為28,000,000港元，較比較期間下跌2.48%。減少主
要由於財政年度銷售噸位下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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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財政年度的行政開支較比較期間下跌15.2%至87,000,000港元。行政開
支下跌乃主要由於員工成本減少，部分此項開支屬可變性質及與本集團之表
現成正比。

本集團於財政年度錄得其他虧損淨額3,000,000港元，而比較期間則為其他收
益淨額14,000,000港元。此乃由於並無錄得於比較期間確認的出售上市公司股
份的收益。

本集團於財政年度的融資成本增加41.8%至10,000,000港元，乃由於市場總體利
率較比較期間提高所致。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擁有銀行結餘及
手頭現金357,0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金屬解決方案的領導者

利記成立至今逾七十年，憑藉優質、創新、專業精神及其覆蓋全球金屬行業
的強大網絡，利記在業界享負盛名。

利記成為香港首間獲接納為倫敦金屬交易所（「倫敦金屬交易所」）第五類准交
易會員的公司，躋身全球知名的金屬企業之列。加入此地位尊崇的行業機構
為本集團持續實踐為金屬終端用戶「創造價值」策略的里程碑。二零一六年初，
利保金屬檢測有限公司（「利保」）成為倫敦金屬交易所認可的核准採樣及檢測商，
提升利保在金屬檢測及認證方面的國際形象。

利記對增長機遇之洞見及掌握能力一直並將繼續為本集團保持長期競爭優勢。
本集團除其傳統金屬買賣及生產業務外，亦為引入廣泛增值服務之先驅，有
關服務包括合金定製、金屬檢測及風險管理。利記積極拓寬其業務範疇，協
助客戶在市場上脫穎而出，此策略已證實屬準確且可帶來回報。

於馬來西亞設立新辦事處以支持東南亞的快速增長

利記在早前於新加坡開設首個地區銷售辦事處後，於財政年度透過與當地合
夥人以合資企業方式在馬來西亞開設其第二個東南亞銷售辦事處。由於製造
商繼續將中國製造的產能重置到東南亞，以及該地區蓬勃的經濟增長等其他
推動因素，該地區的銷售穩健增長。



– 18 –

利記在該地區的兩個銷售辦事處將共同支持本集團在該地區設置更廣泛銷售
團隊（涵蓋泰國及越南人員），以進一步擴大該地區的銷售為其主要目標。

屢獲殊榮的合金迎合不斷變化的中國市場

中國仍為本集團金屬產品及服務的最大市場，其客戶大多為金屬終端用戶，
即壓鑄商及製造商。近年來因應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以致終端用戶由低增
值業務轉型至高增值業務的趨勢可能加快，該趨勢將進一步帶動國內需求及
本土先進技術發展。

憑藉其強大的製造及研發能力，利記持續滿足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於財政
年度內，本集團繼續採購、供應及開發多種優質進口標準產品，包括鋅、鋁、鎳、
銅以及鋅合金、鋁合金、不鏽鋼及電鍍化工產品。

本集團亦繼續投資開發自有品牌金屬，而金利合金製造工業（寧波）有限公司
的銷售額持續增長。該品牌的質量及可靠性於中國獲得廣泛認同，連續兩年
贏得「鋅合金傑出品牌」獎項。本集團亦繼續推廣專門適用於製造汽車（包括電
動汽車）零部件及電子產品的創新特製合金，並快速推向市場。此優勢確保本
集團可維持並持續成為中國以及逐漸在東南亞的主要品牌及製造商的合作夥
伴。

持續發展諮詢及增值服務

於整個財政年度，利保繼續就其提供的各種增值諮詢服務獲得認可，包括產
能評估、成分及缺陷分析、流程優化、模具設計及模流分析。該等服務旨在幫
助企業提升產品質量，實現更高的成本效益及競爭力。在起伏不定的全球宏
觀經濟環境中，此等目的將愈趨重要，而利保將繼續擴展其測試服務範圍並
持續提升其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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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的金屬公司

業務及環境方面的可持續發展仍然是本集團首要關注的。業務方面，本集團
一直拓展業務及產品範疇，迅速滿足市場不斷變化的需求。本集團亦一向專
注地區拓展、採納創新技術以及創建以增值服務為重心的新企業，保障長遠
可持續發展及競爭力。

利記亦致力於環境保護及降低其業務營運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包括負責任採購、
能源效益、減排、資源保護及廢棄物管理等範疇。本集團亦已實施減低日常
營運所耗用的資源的指引及規定，包括其主要附屬公司達到並實施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

前景

中美貿易爭拗對客戶信心構成嚴重影響

美國將貿易關稅延伸至中國出口產品嚴重影響本集團中小型企業客戶的信心，
同時亦削弱對全球貿易體系的信任。除非此政策不可預見地遭撤回，否則本
集團預期貿易制裁將對未來一年產生負面影響。

關稅亦可能繼續加劇全球金屬價格的短期波動，將對本集團的購買及對沖策
略構成挑戰。

本集團將密切監察該兩項事件。

不同的基本因素可能推動鋅及鎳價格向不同方向發展

由於市場受與貿易爭拗有關的事態發展及猜測所影響，全球金屬價格可能出
現極端短期波動。然而，影響每種金屬定價的基本因素均有所不同，並可能
導致中長期價格趨勢的差異。

儘管出現價格波動，但基於全球對鋅供應的憂慮，鋅價於二零一九年初已大
幅上升。然而，價格可能最終取決於中國供應商（全球最大生產商）的生產決定。
儘管環境政策收緊，中國生產商可能會加大生產力度刺激經濟活動。同時，
全球鎳價將預期受到電動汽車業蓬勃發展的正面影響。

本集團將繼續緊密監察全球鋅及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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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將焦點集中於東南亞

不論是在出口以及在其自身漸趨富裕的消費者方面，東南亞正成為越來越重
要的貨品及商品製造基地。該地區中的多個市場現時具有明顯的勞工成本優勢，
有助其以低成本、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為目標。同時，該地區的競爭優勢將繼
續受到中國製造業多元化等因素支持，並進一步支持該地區的產業發展。

本集團將透過設於該地區的銷售辦事處網絡滿足東南亞蓬勃發展的製造業的
需求。

研發及特製產品以迎合中國上移價值鏈的態勢

中國近期的新經濟發展政策，推動高增值行業的發展，尤其是電子產品、電
動汽車等技術驅動行業。該等行業需要高度特製材料、合金及服務，而本集
團在提供有關材料及服務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本集團將繼續投資研發及鞏固
其業務網絡以充分利用此趨勢。

嚴格控制成本及採購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措施精簡其營運及金屬採購協定，以限制成本及保障利潤，
鑒於當前市場動盪不安及長期貿易政策驟變，此結果於短期內充滿挑戰。

於專業團隊之協助下，本集團管理層亦將審慎發掘高潛力投資機遇及新業務
來源，以鞏固利記之市場地位，把握新的增長機遇，並為股東帶來長遠回報。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建議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間刊發及向股東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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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權利，本公司將自二零一九年
八月二十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期
間暫停辦理本公司股東名冊（「股東名冊」）登記，期間概不辦理任何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
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22樓（倘過戶文件將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或之前送交）或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倘過戶文件將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一日或之
後送交）作登記。

附註：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地址自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一日變更，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有關公告。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商品價格風險

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資源及銀行借貸為其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無限制現金及銀行結餘約357,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300,000,000港元），銀行借貸則約為196,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265,000,000港
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該融資之尚未償還結餘為14,300,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15,500,000港元）。

其餘借貸均屬短期性質，以美元計值及按市場利率計息。於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 十 一 日，資 本 負 債 比 率（借 貸 總 額 相 對 權 益 總 額）為19.5%（二 零 一 八 年：
23.8%）。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431%（二零一八年：
395%）。

本集團不時參考市況以評估及監控所承擔之金屬價格風險。為有效地控制風
險及利用價格走勢，本集團管理層將會採用適當的經營策略及設定相應的存
貨水平。

本集團的匯兌風險主要來自港元兌美元及人民幣之間的匯率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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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約200名僱員（二零一八年：190名僱員）。
該等僱員的薪酬、升遷及薪金檢討乃根據其職責、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現行
行業常規評估。本集團薪酬待遇的主要部分包括基本薪金及（如適用）其他津貼、
獎勵花紅，以及本集團向強制性公積金（或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作出的供款。
其他福利包括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或將予授出的購股權以及培訓計劃。年內，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62,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75,000,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財政年度內購買或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
市證券。

企業管治

就董事所知及所信，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載列的守則條文。董事並不知悉任何於財政年度違反企業管治
守則之守則條文的情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董事於財政年度
違反標準守則的情況。

審閱財政年度全年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財政年度之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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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將本集團財政年度業績之初步公告所載
本集團財政年度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及相關附註之財務數字與本集團於財政年度之草擬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
比較，而該等金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方面所進行之工作並不構
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核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
工作準則而進行之審核、審閱或其他核證工作，故核數師並未作出任何核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伯中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陳伯中先生、陳婉珊女士、陳稼晉先生、陳佩
珊女士、鍾維國先生*、許偉國先生*及何貴清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