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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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KA SHUI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822）

嘉 瑞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業績
收入 1,554,364 1,852,329 (16.1%)
毛利 395,926 447,799 (11.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88,705 113,556 (21.9%)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201,650 221,115 (8.8%)

每股資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9.92 12.71 (22.0%)
—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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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嘉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未經審核之全年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經審核比較數字）均出自本公司未經審核之綜合管理賬目。基於
本公佈「未經審核全年業績的審閱」一段所解釋的理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審核程序尚未完成。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4 1,554,364 1,852,329
銷售成本 (1,158,438) (1,404,530)

毛利 395,926 447,799
其他收入 5 31,484 20,90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117) (132)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回撥 — 764
銷售及分銷開支 (29,990) (33,586)
一般及行政開支 (247,573) (269,644)
其他營運開支及收入 (36,053) (26,881)

經營溢利 113,677 139,220
融資成本 6 (11,536) (13,167)
攤分聯營公司損失 (810) (146)

除稅前溢利 101,331 125,907
所得稅開支 7 (14,569) (12,505)

年內溢利 86,762 113,402

以下人士應佔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8,705 113,556
非控股權益 (1,943) (154)

86,762 113,402

每股盈利 8
— 基本（港仙） 9.92 12.71
—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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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年內溢利 86,762 113,402

其他全面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租賃土地價值重估之盈餘 11,279 20,858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之所得稅 (3,714) (6,647)

7,565 14,211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2,953) (40,578)
攤分聯營公司匯兌儲備 — (25)

(12,953) (40,603)

年內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5,388) (26,392)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81,374 87,010

以下人士應佔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3,616 88,118
非控股權益 (2,242) (1,108)

81,374 8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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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04,054 766,155
使用權資產 224,525 —
會所會籍 718 71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8,953 9,93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 —
預付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按金 7,894 8,287
遞延稅項資產 149 215

746,293 785,306

流動資產
存貨 215,957 244,755
退回資產之權利 111 111
貿易應收款項 9 340,524 376,785
合約資產 17,731 14,67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7,407 40,84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6 108
即期稅項資產 3,260 995
有限制銀行存款 1,835 5,517
銀行及現金結餘 262,252 250,606

889,093 934,38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0 209,014 264,032
合約負債 1,005 1,500
退款負債 241 24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2,572 95,284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305 3,257
銀行借款 201,532 242,854
租賃負債 5,681 —
即期稅項負債 35,807 44,118

537,157 651,286

流動資產淨值 351,936 283,10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98,229 1,06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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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57,514 81,848
租賃負債 5,908 —
遞延稅項負債 26,852 28,701

90,274 110,549

資產淨值 1,007,955 957,86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9,376 89,376
儲備 903,215 850,88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992,591 940,257
非控股權益 15,364 17,603

權益總額 1,007,955 95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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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註冊
辦事處地點為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九龍灣宏光道一號億京中心B座29樓A室。本公司股份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以生產及銷售鋅、鎂、鋁合金壓鑄、塑膠注塑產品及零部件，主要售予從事家居用品、3C（通
訊、電腦及消費者電子）產品、汽車零部件及精密部件的客戶為主。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Precisefull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之公司）為最終母公司，李遠發先生（「李先生」）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方。

2. 編制基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適用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也遵從適用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披露守則及香港公司
條例（第622章）之披露要求。本集團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如下文披露。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在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反映之因初次應用該等與本集團有關的頒佈而引致之本年度或過
往會計期間會計政策之任何變動詳述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發行一項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以及於
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多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外，概無發展事項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制
或呈列方式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未有應用任何尚未在當前會計期間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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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即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租賃 — 

優惠及香港（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估牽涉租賃的法律形式的交易內容。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為承租人引入單一會計處理模式，要求承租人就所有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
債，惟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之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大致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出租人會計處理方式。出租人將繼續
使用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中類似的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或融資租賃。因此，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為出租人的租賃並無影響。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出租人會計處理規
定大致維持不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亦引入額外的定性及定量披露要求，旨在讓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租賃
對實體財務狀況、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已選擇使用經修訂
追溯法，因此將首次應用的累計影響確認為對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期初權益結餘的調整。比
較資料不予重列，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報告。

有關過往會計政策變動的性質及影響以及所應用過渡選擇的進一步詳情載列如下：

  (i) 租賃的新定義

租賃定義的變動主要涉及控制權的概念。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客戶是否於一段期
間內控制已識別資產的使用而定義租賃，其可藉界定的使用量釐定。倘客戶既有權指示已
識別資產的使用，亦有權自該使用中獲得絕大部分經濟利益，則控制權已轉移。

本集團僅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變更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中的租賃新定義。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前訂立的合約，本集團已採用過渡性實際權宜
方法，以令對現有安排為租賃或包含租賃的過往評估不受新規定限制。因此，先前根據香
港會計準則第17號評估為租賃的合約繼續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入賬列為租賃，而先
前評估為非租賃服務安排的合約繼續入賬列為待履行合約。

  (ii) 承租人會計處理及過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消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先前所規定的承租人須將租賃分類為經
營租賃或融資租賃的規定。相反，本集團作為承租人時，須資本化所有租賃（包括先前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惟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則獲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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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為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已應用於首次應用日期相關集團
實體的增量借款利率。所應用的加權平均增量借款利率為4.10%。

為方便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
應用下列確認豁免及實際權宜方法：

(a) 對於剩餘租期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起計12個月內屆滿（即租期於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屆滿）的租賃，選擇不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關於確認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的規定；

(b) 根據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事實及情況使用事後方式為本集團具有延長選擇權的租賃釐
定租期；及

(c) 於計量在首次應用日期的使用權資產時不包括初始直接成本。

就計量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的遞延稅項而言，本集團首先釐
定稅項扣減是否歸因於使用權資產或租賃負債。

就稅項扣減歸因於租賃負債之租賃交易而言，本集團將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規定分
別應用於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由於應用初步確認豁免，有關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之
暫時差異並未於初步確認時及於租期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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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之經營租約承擔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之租賃
負債的期初結餘的對賬：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經營租約承擔 16,403

減： 與獲豁免撥充資本的租賃有關的承擔：
—  短期租賃及剩餘租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屆滿 

的其他租賃 (4,381)
— 低價值資產租賃 (164)

11,858

減： 未來利息開支總額 (109)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之剩餘租賃付款之現值（使用增量借款利率 

貼現）及租賃負債總額 11,749

其中
流動租賃負債 3,995

非流動租賃負債 7,754

11,749

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相關使用權資產已按相等於餘下租賃負債的已確認金額之金額
確認，並按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的與該項租賃有關的任
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金額進行調整。

已付可退回租賃按金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入
賬，初步按公平值計量。於初步確認時對公平值的調整被視為額外租賃付款並計入使用權
資產成本。

對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先前分類為融資租賃的租賃的影響，除更改相關結餘
名稱外，本集團無需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首次應用日期作出其他任何調整。因此，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會被移除，相關金額會計入「租賃負債」，而相應租賃資產的經折舊賬
面價值識別為使用權資產。期初權益結餘並未受到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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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
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影響的 
綜合財務狀況表項目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賬面值 重新分類 租賃確認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的賬面值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資產
使用權資產 — 209,770 11,749 221,519
物業、機器及設備 (a) 766,155 (209,770) — 556,385

負債
租賃負債 — — 11,749 11,749

附註：

(a) 關於先前根據融資租賃項下確認的支付租賃土地的預付款項而言，本集團已將於二零
一九年一月一日仍有租賃的相關資產的賬面值209,770,000（未經審核）港元重新分類
為使用權資產。

  (iii) 對本集團財務業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初步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後，本集團作為承租人須確認租賃
負債的未償還結餘累積的利息開支，以及使用權資產折舊，而非過往以直線法於租期內確
認根據經營租賃產生的租賃開支的政策。與倘於年內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時的業績相
比，這對本集團綜合損益表中呈報的經營溢利產生正面影響。

於現金流量表中，本集團作為承租人須將根據資本化租賃所支付的租金分為本金部分及利
息部分。該等部分乃分別分類為融資現金流出及經營現金流出。儘管現金流量總額不受影
響，但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現金流量表內現金流量的呈現方式發生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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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財務業績及現金流量的估計影響，方法為調整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所呈報的金額，以計算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應確認的估計假設金額（倘該被取
代準則而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二零一九年繼續適用），以及將二零一九年之該等
假設金額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編制的二零一八年實際相應金額進行比較。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呈報的金額

加回：香港
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下的折舊及
利息開支

扣除： 
與經營租賃
有關的估計
金額（根據 
香港會計 

準則第17號）
（附註a）

二零一九年
的假設金額
（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 
第17號）

與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 
第17號 
呈報的 

二零一八年
金額比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影響之截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財務業績：

經營溢利 113,677 4,231 (4,351) 113,557 139,220
融資成本 (11,536) 408 — (11,128) (13,167)
除稅前溢利 101,331 4,639 (4,351) 101,619 125,907
年內溢利 86,762 4,639 (4,351) 87,050 113,402

附註：

(a) 「與經營租賃有關的估計金額」指與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於二零一九年仍然適用的
情況下會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有關的二零一九年現金流量的金額估計。該估計假設
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於二零一九年仍然適用的情況下，租金與現金流量之間並無差
異，且於二零一九年訂立的所有新租賃均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
賃。任何潛在淨稅項影響均忽略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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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以生產及銷售鋅、鎂、鋁合金壓鑄、塑膠注塑產品及零部件、照明產品及家居器具貿易為主。
從貨物及服務轉移中獲得的收入隨著時間的推移或在某個時間點被確認。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現時業務分為六個（二零一八年：六個）營運部門 — 鋅、鎂及鋁合金壓鑄、塑膠
注塑產品和零部件以及照明產品和家居器具貿易。該等部門是本集團之呈報五個分部資料的基準。
本集團之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之策略業務單位。由於有關業務需要不同技術及有不同成本計量
方式，故該等分部乃獨立管理。

本集團的其他經營分部包括照明產品和家具器具的貿易。此等分部均未達到決定可呈報分部的任何
量化門檻。其他經營分部的資料載於「其他」一欄。

分部溢利或虧損不包括利息收入、企業收益、攤分聯營公司虧損失、企業開支、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
支。

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之資料：

鋅合金壓鑄 鎂合金壓鑄 鋁合金壓鑄 塑膠注塑 其他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158,745 496,168 140,665 714,815 43,971 1,554,364

分部溢利 6,294 41,272 5,706 71,101 (4,133) 120,240

折舊及攤銷 5,220 29,837 5,199 45,159 1,189 86,604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 722 — — 2,604 — 3,326

鋅合金壓鑄 鎂合金壓鑄 鋁合金壓鑄 塑膠注塑 其他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來自外來客戶的收入 168,382 561,695 161,303 906,869 54,080 1,852,329

分部溢利 9,119 40,198 3,976 86,734 5,449 145,476

折舊及攤銷 3,571 29,511 4,712 42,029 312 80,135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虧損 1,369 2,492 — — — 3,861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減值虧損 — — — — 1,652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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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報分部收入、溢利或虧損之對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呈報分部總收入 1,554,364 1,852,329

不分類數目 — —

綜合收入 1,554,364 1,852,329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溢利或虧損
呈報分部總溢利 120,240 145,476

不分類數目：
攤分聯營公司損失 (810) (146)

利息收入 747 300

融資成本 (11,536) (13,167)

所得稅開支 (14,569) (12,505)

企業收入 293 205

企業開支 (7,603) (6,761)

年內綜合溢利 86,762 113,402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重大項目 — 折舊及攤銷
呈報分部總折舊及攤銷 86,604 80,135

不分類數目：
企業用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179 1,906

綜合折舊及攤銷 88,783 8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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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資料：

 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162,722 225,46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除外） 636,311 686,395

日本 16,969 25,775

美國 619,770 759,589

其他 118,592 155,103

綜合總數 1,554,364 1,852,329

呈列地區資料時，收入是以客戶的地區為基準。

因為除中國外之地區分部之非流動資產總金額佔所有分部之總額少於10%（二零一八年：少於10%），
所以本集團沒有按地區呈列。

 來自主要客戶之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鋅合金壓鑄分部
客戶a 73,381 87,378

客戶b 37,432 40,508

鎂合金壓鑄分部
客戶c 46,611 43,945

客戶e 338,475 339,388

鋁合金壓鑄分部
客戶a 71,554 81,317

客戶e 9 161

塑膠注塑分部
客戶b 65,901 80,798

客戶d 560,592 7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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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供應商賠償 68 598
保險賠償 733 —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747 300
租金收入 502 176
客戶報銷收回 12,212 11,994
原材料銷售 195 —

廢料銷售 3,823 3,290
政府補助金 7,881 2,679
其他 5,323 1,863

31,484 20,900

6.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租賃負債的利息支出 408 —

銀行借款的利息支出 11,128 13,167

11,536 13,167

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16,920 17,46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776 (2,303)
即期稅項 — 香港以外所得稅
本年度撥備 4,785 10,09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3,727) (167)

遞延稅項 (5,185) (12,591)

所得稅開支 14,569 12,505

在兩級制利得稅制度下，在香港成立的合資格法團的首200萬港元應課稅溢利減至8.25%（二零一八
年：8.25%），而200萬港元以上的溢利之稅率為16.5%（二零一八年：16.5%）。對於其他在香港成立的
附屬公司，已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二零一八年：16.5%）的稅率計算香港利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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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成立及營運之附屬公司之法定稅率為25%（二零一八年：
25%）。

海外溢利之所得稅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本集團有營運之海外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外國投資者由二零零八年起自於中國成立之公司賺取利潤相關之股息支付
將被施加10%預提稅。該稅率有可能按適用稅務條例或安排進一步降低。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按下列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88,705 113,556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 893,761,400 893,761,400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沒有任何攤薄股份，因此沒有呈列每股攤薄盈
利（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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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主要以信貸形式進行。信貸期一般介乎開票當月結束後30日至120日（二零一八
年：30日至120日）。每名客戶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其未償還應收款項，由董事定期
檢討過期未付結餘。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撥備）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日 127,728 140,160

31日至60日 95,767 110,524

61日至90日 48,495 46,486

91日至180日 68,429 79,644

180日以上 448 200

340,867 377,014

減：壞賬及呆賬撥備 (343) (229)

340,524 376,785

10.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按收貨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30日 68,995 66,541

31日至60日 63,427 73,753

61日至90日 38,897 59,650

91日至180日 32,385 60,409

180日以上 5,310 3,679

209,014 26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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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A) 財務回顧

於二零一九年由於中美貿易爭端持續抑制消費者情緒及引致客戶對本集團產品的需
求減少，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整體收入與上年比較下跌
約16.1%至1,554,364,000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1,852,329,000港元（經審核））。

雖然一般及行政開支金額對比去年同期錄得下跌，但該跌幅對比收入的減少幅度為
小，主要是由於（其中包括）本集團生產設施持續整合所產生的支出所致。因此，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減少約21.9%
至88,705,000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113,556,000港元（經審核））。本集團之未
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以稅項、折舊、無形資產攤銷及融資成本前盈利
計算）為201,650,000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221,115,000港元（經審核））。

儘管營商環境困難，受惠於經營效率增加、生產自動化提升及客戶及產品組合之改
善，本集團毛利率為25.5%（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24.2%（經審核））。

為了應對未來的挑戰，本集團將優先實施嚴緊之成本控制措施、提高營運效率及研
發新產品和技術，從而達致產品多樣化，以及密切監察市場形勢，在有需要時調整
策略和營運。

(B) 業務回顧

 塑膠注塑業務

二零一九年，中美之間的政治緊張和貿易爭端影響了消費者情緒，導致移動裝置和
汽車的市場需求下降。因此，塑膠注塑業務分部收入錄得約21.2%下跌至714,815,000
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906,869,000港元（經審核）），佔本集團整體收入約
46.0%（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49.0%（經審核））。為了擴大市場份額，本集團致力
於研發新的生產技術以進一步提高產品質量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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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鎂合金壓鑄業務

由於不利的市場情況導致全球筆記本電腦出貨量放緩，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此業務分部的收入下降約11.7%至496,168,000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一八
年：561,695,000港元（經審核）），佔本集團整體收入約31.9%（未經審核）（二零一八
年：30.3%（經審核））。除現有產品外，由於輕量化零部件在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中起
著重要的作用，本集團將增加鎂合金在汽車如新能源汽車車身及零部件中的應用，
致力為客戶提供最佳解決方案。

 鋅合金壓鑄業務

於回顧年度內，鋅合金壓鑄業務的收入與二零一八年相比錄得約5.7%之下跌至
158,745,000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168,382,000港元（經審核））。此業務分部
佔本集團整體收入約10.2%（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9.1%（經審核））。預計鋅合金壓
鑄業務在未來一年將繼續是本集團相對穩定的收入來源。

 鋁合金壓鑄業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鋁合金壓鑄業務收入約為140,665,000港元（未
經審核）（二零一八年：161,303,000港元（經審核）），較上年減少約12.8%。此業務分
部佔本集團整體收入約9.0%（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8.7%（經審核））。鑑於第五代
行動通訊技術（「5G」）網絡的急速發展，本集團一直積極與合作夥伴探索合作及商業
機會，為建設5G基站提供產品或零部件解決方案，以擴大其業務。

 其他

與去年相比，其他業務（照明產品和家居器具貿易）收入減少約18.7%至43,971,000港
元（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54,080,000港元（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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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展望

踏入二零二零年，隨著美國與中國簽署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本集團預期隨著貿
易緊張局勢消退，國際貿易環境的動盪狀況減少。然而，由於中國政府針對控制新
型冠狀病毒傳播的規定導致二零二零年農曆新年後之營運恢復延遲，不明朗的市場
環境為企業帶來新挑戰。中國供應鏈的中斷影響企業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業績表
現。儘管我們尚無法確定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對營商環境的影響，本集團將繼續對市
場動態保持警惕，並將專注於材料應用、精密模具開發、技術創新、產品多樣化及
內部優化方面的自我提升，以獲得更大的市場認受度並為未來的商機作準備。

為加強作為解決方案提供者的市場地位，本集團一直非常重視為我們的客戶提供增
值產品。本集團具備使用高精密技術及快速反應的能力確保旗艦型號產品及配件質
優上乘，致使本集團與通訊裝置及配件的世界知名品牌客戶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
根據Gartner Inc.的調查，由於最終用戶的智能手機全球銷量預期於二零二零年達
15.7億部，及預計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有更多5G流動裝置推出，更換流動裝置及配件
的需求不斷增加，預期能為本集團帶來更廣闊的商機。與此同時，預計5G網絡的急
速發展對全球先進基礎配套設施方面帶來需求。相對第四代行動通訊技術（「4G」），
5G速度更快且更容易產生高溫。然而，電子零部件溫度過高將會影響其運作效能及
使用壽命。因此，5G相關配置如基站、筆記本電腦及移動裝置需要高效率散熱解決
方案，本集團自主研發的高導熱輕合金及大型壓鑄設備正好配合此新興的市場需求。
由於5G的速度要求高於4G，如需維持相同的覆蓋率，5G基站數量估計需要增加兩
倍。現時全球約有450萬座4G基站，預期5G需要1,350萬座，二零二五年的需求量將
達6,500萬座。本集團已開始為5G基站散熱器的零部件提供解決方案，預計在可預見
的未來5G相關零部件將具有龐大的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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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把握目前市場趨勢，繼續專注輕量化解決方案。除了5G相關配置外，高導熱
鎂合金也可應用於汽車零部件，其散熱快之特點能提升汽車內電子零部件的效能。
此外，材料之輕量化配合擠壓技術可生產高強度合金汽車零部件，本集團此技術預
期可提高汽車的高效節能，更以相同的能量增加續航力。因此本集團將維持向客戶
更新新材料及新技術的發展，並持續了解最新市場動向，致力為客戶提供市場上最
佳解決方案。除提供高精密汽車零部件外，本集團嘗試涉足商用車市場，提供技術
服務解決方案和商用車的零部件或系統開發。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本集團正積極探索將不含生物殺傷劑的斥菌塑料應用於
醫療及個人護理等各個領域。不含生物殺傷劑的斥菌塑料是一種不採用生物殺傷劑
的先進材料技術。與殺菌不同，不含生物殺傷劑的斥菌塑料透過排斥作用防止微生
物附在塑料表面及形成菌落，避免使用後交叉傳播細菌。測試證實，該塑料不含釋
出物質或毒性，亦不會引發耐藥性的超級細菌。本集團將繼續研發，為客戶提供創
新實用的解決方案，致力實現可持續增長及繼續成為行業領先企業。

除了材料創新外，本集團也全力投入技術提升。改進型模外裝飾技術（「AOMR」）是
一項綠色環保的表面處理技術，取代鈍化及噴油技術，以減少有毒廢水及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排放（「VOCs」）。AOMR結合微弧氧化技術（「MAO」）及模外裝飾技術
（「OMR」）的優勢，具有高產量、成本效益、良好的性能和高度保護性塗層。AOMR
在生產上也可達至環保和低碳排放。憑藉我們創新的能力，本集團可以充分利用我
們在新材料和新技術方面的優勢進行產業升級和轉型。

過去數年，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籠罩中國，本集團正在與其他國家準備因應貿易
糾紛對中國製造供應鏈的干擾。為應對此等挑戰並分散業務風險，本集團已開始與
經篩選的東盟國家當地的合作夥伴合作以擴大生產能力，致力確保向其客戶提供當
地支援及在中國以外的替代製造基地，與此同時擴大其在地域覆蓋上的新業務。至
於其位於中國之生產，本集團將繼續朝著工業4.0的生產升級，達致更高水平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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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用於管理決策，以進一步優化生產效率並降低經常性開支。長遠來看，本集團
製造過程的持續改善將產生更多有效的成本管理和更強的盈利能力。

雖然營商環境充滿挑戰，本集團將繼續採取審慎的態度尋求與其業務模式一致之投
資機遇及新業務，務求為集團業務帶來更多協同效應，以維持業務長期增長。

由於貿易糾紛的發展和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其影響並採取必要的
措施以減輕其對本集團業務的影響。技術創新和進步將繼續成為本集團未來發展的
重點，並致力維持我們在金屬、塑膠注塑及相關範疇專業解決方案提供者的領先地
位。更重要的是，穩固的客戶關係、多年的經驗以及健全的經營理念將成為本集團
的可持續發展支柱及為股東創造長遠價值。

(D)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有限制銀行存款和銀行及現金結餘約
264,087,000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256,123,000港元（經審核）），當中大多數
以美元、人民幣或港元計值。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計息借款全為銀行貸款，總額約為259,046,000
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324,702,000港元（經審核））。該等借款全部以港元（二
零一八年：港元）計值，所採用的利率主要為浮動利率。將於一年內到期以及於第二
至第五年到期（包括按要求償還條款）及於第二至第五年到期（不含按要求償還條款）
之銀行貸款金額分別為201,532,000港元（未經審核）、零港元（未經審核）及57,514,000
港元（未經審核）（二零一八年（經審核）：分別為221,491,000港元、21,363,000港元及
81,848,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本集團之現金淨額（已抵押銀行存款、有限制銀
行存款（如有）以及銀行及現金結餘減去銀行總借貸）為5,041,000港元（未經審核）（二
零一八年：淨資產負債比率為7.2%（經審核）），因此，淨借貸比率（以銀行借款總和
減已抵押銀行存款、有限制銀行存款（如有）和銀行及現金結餘除以權益總額之比率）
不適用於本集團。



– 23 –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351,936,000港元（未經審
核）（二零一八年：283,103,000港元（經審核）），包括流動資產約889,093,000港元（未
經審核）（二零一八年：934,389,000港元（經審核））及流動負債約537,157,000港元（未
經審核）（二零一八年：651,286,000港元（經審核）），流動比率約為1.7（未經審核）（二
零一八年：1.4（經審核））。

(E) 外匯風險承擔

本集團的大部分交易均以美元、港元或人民幣進行。因此，本集團已注意到美元、
人民幣及港元匯率的波動可能引起的潛在外匯風險承擔。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其整體
外匯風險承擔以避免本集團遭受匯率風險所帶來之影響。

(F)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G)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以下列資產作為抵押：(a)本集團
擁有的香港物業之一切租金轉讓；(b)本集團擁有的香港物業；及(c)本公司及本集團
若干附屬公司提供之企業擔保。

(H)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3,500名全職僱員（二零一八年：4,100名）。
本集團之成功有賴全體僱員的表現和責任承擔，故此本集團把僱員視作為我們的核
心資產。為了吸引及保留優秀員工，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包括退休金
計劃、醫療福利和花紅獎賞。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及結構乃根據市場趨勢、個人工作
表現以及本集團的財務表現而釐定。本集團亦已採納認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
旨在向合資格僱員提供作為彼等對本集團所作出貢獻之鼓勵及獎賞。

本集團定期舉辦多項針對不同階層員工的培訓課程，並與多間國內專上學院及外間
培訓機構合辦各種培訓計劃。除學術和技術培訓外，本集團亦舉辦了不同種類的文
娛康樂活動，其中包括新春聯誼活動、各種體育比賽和興趣班等，目的為促進各部
門員工之間的關係、建立和諧團隊精神及提倡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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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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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
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詳情於下文闡述。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
人同時兼任。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梁敬國先生SBS（「梁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行
政總裁後，李先生於當日退任彼於本公司所擔任之行政總裁職位，惟李先生將繼續擔任
執行董事和董事會主席。透過梁先生的委任，本公司已重新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
文第A.2.1條。李先生為本公司之主席，負責領導及有效地管理董事會；而梁先生為本公
司之行政總裁，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管理及監督整體業務策略的執行。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財務
報告、就委任及罷免獨立核數師以及其薪酬提供推薦建議、批准審計及審計相關服務、
監管本公司之內部財務匯報程序及管理政策，並檢討本公司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
以及內部審核職能。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江啟銓先生、孫啟
烈教授BBS, JP、盧偉國博士SBS, MH, JP及陸東先生，而江啟銓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
彼為合資格會計師，於財務報告及控制擁有豐富經驗。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主要負責檢討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組成與就任何
為配合本公司企業策略而擬對董事會作出的變動提供推薦建議、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
獨立性、就委任董事及董事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供意見。提名委員會成員由孫啟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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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 JP、盧偉國博士SBS, MH, JP、陸東先生及江啟銓先生組成。提名委員會之主席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孫啟烈教授BBS, JP。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就本公司董事及高
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提供推薦意見，並因應董事會之企業方針及目標
而檢討及釐定個別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花紅獎賞及其他報酬。薪酬委員會
由孫啟烈教授BBS, JP、盧偉國博士SBS, MH, JP、陸東先生及江啟銓先生組成。薪酬委員
會之主席為孫啟烈教授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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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內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報告期後事項

在二零二零年初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後，本集團已採取並將繼續實施一系列預防和控制措
施。自二零二零年二月中旬起，本集團已逐漸恢復其製造業務。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爆發
對本集團及其客戶的影響處於不確定狀況，本集團於此本公佈日期尚未能準確評估其對
本集團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之影響。本集團將密切監察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並評
估其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之影響。本集團將於有需要時採取適當措施，並將根
據上市規則另行發出公佈。

未經審核全年業績的審閱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導致中國及香港實施旅遊限制，本集團的報告和審核程序受到影
響，特別是若干財務人員在農曆新年假期後無法返回本集團的辦公地點，及旅遊限制令
本公司核數師往返本集團位於中國內之設施受到限制而影響審核程序，因此截至二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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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的審核程序尚未完成。由於上述原因，於本公佈日
期本公司核數師正繼續其審核工作，本公佈所載之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並批准發佈此公佈，惟此尚未按照上
市規則第13.49(2)條的要求與本公司核數師議定。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
則，在審核程序完成後，本公司預計將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下旬發佈有關審核結果的公佈。

進一步公佈

於審核程序完成後，本公司將會刊發進一步公佈關於︰(i)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本公司核數師議定之經審核業績及比較本公佈載列之未經審核全年業
績之重大差異之處（如有）；(ii)本公司截止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建議末期
股息（如有）；(iii)該建議末期股息的派發日期（如適用）；(iv)擬即將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
的建議日期；(v)為確定股東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資格而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的日期；及(vi)為符合資格獲派發該建議末期股息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的日期（如適用）。此外，若在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審核程序
過程中有其他重大進展，本公司將在必要時刊發進一步公佈。本公司預計與本公司核數
師議定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全年業績將於二零二零
年四月下旬公佈。

本公佈所載列有關之財務資料出自本集團之綜合管理賬目為未經審核或尚未與本公司核
數師議定。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嘉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李遠發
主席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李遠發先生、黃永銓先生及陳素華女
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孫啟烈教授BBS, JP、盧偉國博士SBS, MH, JP、陸東先生及
江啟銓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