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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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概要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變動 

    

業務營運    

營業額（附註(a)） 862,997 1,095,773 -21.2% 

毛利（附註(a)） 152,758 181,821 -16.0% 

毛利率（附註(a)） 17.7% 16.6% +1.1百分點 

經調整EBITDA（附註(b)）  101,562 123,816 -18.0% 

本期間溢利 35,863 35,201 +1.9%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87 1.83 +2.2%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變動 

    

財務狀況    

淨資產 1,396,219 1,415,072 -1.3% 

負債比率（附註(c)） 40.6% 50.8% -10.2百分點 

    

附註： 

(a) 這些項目不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 

(b) 經調整 EBITDA（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指標）指扣除所得稅、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財務成本（不包括貸款及可換股債券之外幣匯兌差額）、折舊、攤銷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負債之公平值變動前溢利。 

(c) 負債比率指計息貸款總額減銀行結存及現金(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除以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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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6 862,997  1,095,773 

銷售成本 8 (710,239)  (913,952) 

毛利  152,758  181,821 

其他收入 6 2,454  3,243 

其他虧損，淨額 7 (7,981)  (72) 

分銷及銷售費用 8 (41,904)  (39,486) 

行政費用 8 (26,650)  (28,388) 

研發費用 8 (30,068)  (36,854) 

外幣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183  (77)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 13(a) (1,503)  114 

金融資產減值損失淨額之撥回╱（減值損失 

淨額） 

 

14(c) 

 

2,507  
 

(7,808) 

財務成本，淨額 9 (17,690)  (33,011) 

除所得稅前溢利  37,106  39,482 

所得稅（支出）╱抵免 10 (1,101)  8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36,005  39,571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20 (142)  (4,370) 

本期間溢利  35,863  35,201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之 

每股盈利 

 
   

–基本 11 1.88    2.06 

–攤薄 11 1.88    2.0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之每股盈利     

–基本 11 1.87  1.83 

–攤薄 11 1.87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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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本期間溢利  35,863  35,20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呈列貨幣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32,804)  (6,223)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 13(b) 1,281  (92)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之遞延所得稅（負

債）╱資產確認 

  

(261) 

  

37 

  (31,784)  (6,27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呈列貨幣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20 (772)  (17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3,307  28,749 

     

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來自：     

–持續經營業務  4,221  33,293 

–已終止經營業務 20 (914)  (4,544) 

  3,307  2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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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3(a) 52,023  54,09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b) 1,055,004  1,078,262 

資產使用權  975  1,569 

土地使用權  92,522  95,627 

無形資產  -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  10,619  10,464 

非流動資產總額  1,211,143  1,240,015 

     

流動資產     

存貨  270,691  294,981 

應收賬款 14 528,902  579,443 

應收票據 14 613,795  898,284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23,614  29,463 

已抵押銀行存款  30,300  53,921 

銀行結存及現金  67,651  47,811 

流動資產總額  1,534,953  1,903,903 

資產總額  2,746,096  3,143,918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  524  487 

銀行貸款 18 -  210,241 

租賃負債  -  404 

遞延所得稅負債  25,844  25,853 

非流動負債總額  26,368  236,98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5 497,376  707,010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16 157,276  169,104 

當期所得稅負債  3,196  3,493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貸款 17 -  57,644 

銀行貸款 18 508,193  400,461 

租賃負債  1,014  1,20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19 156,454  152,944 

流動負債總額  1,323,509  1,491,861 

負債總額  1,349,877    1,728,846 

     

權益     

股本 21 1,191,798  1,191,798 

儲備  204,421  223,274 

權益總額  1,396,219  1,415,072 

權益與負債總額  2,746,096  3,14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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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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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從事製造鋼簾線。 

 

 本公司乃於香港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香港柴灣新業街 6 號安力工業中心   

12 樓 1215 室。 

 

 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除另有說明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幣千元（「港幣千元」）呈列。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制基準 

 

 本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制。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通常包含在年度財務報表中的所有類型的附註，因此，應與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財務資料是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的。 

 

 

3. 會計政策 

 

 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上一個財政年度及相關中期報告期間所採納者一致，惟所得税估算（附註

10）以及下文所載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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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若干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於本報告期開始生效。集團因採納下列準則而改變其會計政策及作

出追溯調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的修訂  業務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的修訂 

 重大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的修訂  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租金優惠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的概念框架  財務報告之經修訂概念框架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9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的修訂 

 對沖會計 

 

概無該等準則及修訂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造成重大影響且並無需要任何調整。 

 

 3.2 已發佈但尚未獲本集團採納的準則之影響 

 

以下已發佈但尚未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期間生效的新準則及準則的修

訂，且尚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開

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 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 28 號的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

公司之資產出售或投入 

待定 

 

概無該等準則及修訂預期會對本集團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造成重大影響。 

 

4. 公平值估計 

 

 下表分析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計量公平值使用的估值方

法輸入數據級別劃分的本集團按公平值列賬的金融工具。該等輸入數據於公平值等級內劃分為

以下三個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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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的報價（未經調整）（第一級）。 

 

 除第一級計入的報價外，自資產或負債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自價格衍生）觀察的

輸入數據（第二級）。 

 

 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即非可觀察輸入數據）的資產或負債的輸入數據（第三級）。 

 

 下表列示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公平值計量的本集團的金

融負債： 

 

  (未經審核)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 

負債  

 

 

 

 

 

 

 –可換股債券 -  -  156,454  156,454 

         

  (經審核)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 

負債  

 

 

 

 

 

 

 –可換股債券 -  -  152,944  152,944 

         

 
 

4.1 公平值計量基於重大非可觀察輸入數據（第三級） 
 

下表列示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第三級金融工具的變動： 
  



- 8 -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可換股債券    

 期初 152,944  - 

 發行可換股債券 -  150,000 

 償付 (3,000)  - 

 已於損益內確認之公平值虧損（附註 7） 6,510  1,763 

 期末 156,454  151,763 

 

評估第三級金融工具所用特定估值方法包括布萊克•斯科爾斯模型與三叉法。 

 

本集團已聘任獨立並具有專業資格的專業估值師執行就財務申報而言的金融工具估值

（包括第三級公平值）。 

 

有關採用重大非可觀察輸入數據（第三級）計量公平值之描述性資料如下： 

 

(a)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採用主要非可觀察評估可

換股債券的假設為： 

 

 估值方法 非可觀察輸入數據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布萊克•斯科爾斯模
型與三叉法 

無風險收益率 0.74%  1.99% 

  波動率 48.93% 50.51% 
 

 

倘無風險收益率上升 1%，對收益的影響將增加港幣 2,183,000 元。無風險收益率越

高，公平值會越低。 

 

倘波動率上升 5%，對收益的影響將減少港幣 2,887,000 元。波動率越高，公平值會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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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向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

呈報的資料，集中於交付產品的種類。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經營分部，本集團之經營及應呈報分部具體為鋼簾線分部乃包括

製造鋼簾線。 

 

 在二零一九年九月，本集團已終止經營於中國的銅及黃銅材料的加工及貿易業務（附註 20）。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之損益，並不包括分配投資物業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公平值變

動、若干外幣匯兌收益或虧損、中央行政成本、本公司董事酬金、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財務

成本、租金及其他收入。此乃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作為資源分配和表現評估之計量。 

 
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及應呈報分部之營業額及業績之分析：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鋼簾線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貨品銷售：      

分部營業額來自外部客戶     862,235 

      

分部業績     74,700 

未分配金額      

租金收入     762 

其他收入     235 

其他虧損，淨額及外幣匯兌虧損，淨額     (7,369)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     (1,503) 

費用     (12,029) 

財務成本，淨額     (17,690) 

除所得稅前溢利     37,106 

所得稅支出     (1,10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36,00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142) 

本期間溢利     3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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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鋼簾線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重列) 

貨品銷售：      

分部營業額來自外部客戶     1,094,905 

      

分部業績     82,396 

未分配金額      

租金收入     868 

其他收益，淨額及外幣匯兌收益，淨額     1,667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     114 

費用     (12,552) 

財務成本，淨額     (33,011) 

除所得稅前溢利     39,482 

所得稅抵免     8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39,57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4,370) 

本期間溢利     35,201 

 

6.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貨品銷售：    

製造鋼簾線 862,235  1,094,905 

租金收入 762  868 

 862,997  1,095,773 

    

其他收入    

政府補貼（附註） 814  807 

銷售廢舊物料 1,476  1,647 

其他 164  789 

 2,454  3,243 

  

 附註：政府補貼指來自中國地方政府及香港政府的直接財政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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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虧損，淨額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持作買賣之衍生工具之公平值淨（虧損）╱收益 (706)  1,95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公平值虧損 (6,510)  (1,76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130)  (205) 

其他 (635)  (58) 

 (7,981)  (72) 

  

8. 按性質劃分的費用 

 

於銷售成本、分銷及銷售費用、行政費用及研發費用之費用分析如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存貨成本（不包括存貨撥備撥回，淨額） 705,463  904,936 

僱員福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 94,893  106,91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2,116  51,907 

資產使用權之折舊 576  599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267  2,286 

審計師的酬金    

–審計服務 728  728 

–非審計服務 428  428 

存貨撥備撥回，淨額 (958)  (222) 

    

 

 

 

 

 



- 12 - 

 

9. 財務成本，淨額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財務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07  360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支出 (12,486)  (21,826)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貸款之利息支出 (670)  (4,643) 

租賃負債之利息支出 (35)  (65) 

貸款交易成本之攤銷 (796)  (1,246) 

貸款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外幣匯兌虧損 (4,110)  (5,591) 

 (18,097)  (33,371) 

財務成本，淨額 (17,690)  (33,011) 

 

10. 所得稅支出╱（抵免）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4,853  484 

以前期間超額撥備  (3,772)  (647) 

當期所得稅總額 1,081  (163) 

遞延所得稅 20  74 

所得稅支出╱（抵免） 1,101  (89) 

    

所得稅支出╱（抵免）歸屬於：    

–持續經營業務 1,101  (89)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20） -  - 

 1,10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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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預期加權平均實際年度所得稅率的估計確認。截至二零二零

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須繳付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溢利，因此於

兩個期間均無香港利得稅之撥備。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除非優惠稅率適用，

否則於中國的公司須繳納25%的所得稅。 

 

如附屬公司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及有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之資格，適用

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嘉興東方鋼簾線有限

公司（「嘉興東方」）及滕州東方鋼簾線有限公司（「滕州東方」）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 

 

11.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除以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用於計算每股基本 

盈利 
   

–持續經營業務（港幣千元） 36,005  39,571 

–已終止經營業務（港幣千元） (142)  (4,370) 

 35,863  35,201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股份） 

 

1,915,102,270 
 

 

1,922,900,55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港仙） 

 

1.88 
 

 

2.0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港仙） (0.01)  (0.2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87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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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透過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假設轉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而計算。

本公司有一類（二零一九年：兩類）潛在攤薄普通股：可換股債券（附註19）（二零一九年：

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就可換股債券而言，按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之所附認購權的貨幣價

值計算，以釐定可按公平值（定為本公司股份期間內的平均市價）購買的股份數目。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未獲行使購股權會對每股盈利產生

反攤薄，每股攤薄盈利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2. 股息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日之董事會，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總額約為港幣

19,064,000元，並於二零二零年六月支付。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已派發或擬派發之中期股息。 

 

13. 投資物業及物業、廠房及設備 

 

(a)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的賬面淨值變動如下： 

 

  

租賃土地 
及樓宇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55,449 

 已於損益內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114 

 匯兌差額 (115)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55,448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54,093 

 已於損益內確認之公平值變動 (1,503) 

 匯兌差額 (56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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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淨額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166,333 

 添置 14,224 

 出售 (1,169) 

 折舊 (51,920) 

 重估 (92) 

 匯兌差額 (4,38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122,989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078,262 

 添置 41,558 

 出售 (668) 

 折舊 (42,129) 

 重估 1,281 

 匯兌差額 (23,30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055,00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位於中國的樓宇共值港幣184,489,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189,388,000元）已抵押作為銀行貸款之抵押。 

 

14.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附註(a)） 547,287  600,817 

減：應收賬款減值損失撥備（附註(c)） (18,385)  (21,374) 

 528,902  579,443 

應收票據（附註(b)） 613,795  898,284 

 1,142,697  1,47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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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應收賬款 
 

本集團一般授予其貿易客戶30日至90日的信貸賬期。應收賬款主要根據發票日期編制之賬

齡分析呈列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上至90日 361,000  407,713 

91至180日 129,822  156,211 

多於180日 56,465  36,893 

 547,287  600,817 

 

(b) 應收票據 
 

應收票據主要根據發票日期編制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上至90日 79,082  103,376 

91至180日 240,048  320,396 

多於180日 294,665  474,512 

 613,795  898,28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收票據在一年之內到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相同）。 

  



- 17 - 

 

 

(c) 應收賬款減值損失撥備 

 

應收賬款減值損失撥備的變動如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初 21,374  20,124 

本期間應收賬款（減值損失淨額撥回）╱減值

損失淨額  

 

 

- 持續經營業務 (2,507)  7,808 

-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20） (67)  1,651 

匯兌差額 (415)  (82) 

期末 18,385  29,501 

 

15.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附註(a)） 417,239  569,666 

應付票據（附註(b)） 80,137  137,344 

 497,376  707,010 

 
(a) 應付賬款 

 

供應商一般授予本集團30日的信貸賬期。應付賬款主要根據發票日期編制之賬齡分析呈列

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上至30日 111,367  135,320 

31至90日 138,427  193,141 

91至180日 124,256  203,667 

181至365日 38,296  36,221 

多於365日 4,893  1,317 

 417,239  56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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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付票據 

 

應付票據主要根據發票日期編制之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上至30日 18,283  34,607 

31至90日 -  50,827 

91至180日 61,854  51,910 

 80,137  137,344 

 

16.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合約負債 972  1,586 

預提工資及薪金 18,944  22,921 

其他應付稅項 12,738  5,47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 76,759  77,146 

其他預提費用 4,090  3,653 

其他應付款 43,773  58,326 

 157,276  169,104 

 

17. 來自一間關連公司之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首鋼（香港）財務有限公司之貸款（附註） -  57,644 

 

 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金額代表來自首鋼控股（香港）有限公司（「首控香港」）

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首鋼（香港）財務有限公司的貸款及應付利息。本公司是首控香港的聯

營公司。該貸款為無抵押，以4.5%之年利率計算利息及於一年內償還。該貸款已於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全數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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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銀行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 399,934  445,840 

減：貸款交易成本 (797)  (1,593) 

 399,137  444,247 

附追索權的已貼現票據 109,056  166,455 

 508,193  610,702 

    

非流動部分 -  210,241 

流動部分 508,193  400,461 

 508,193  610,702 

    

已抵押 136,425  194,363 

無抵押 371,768  416,339 

 508,193  610,702 

 

本集團的銀行貸款款項償還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508,193  400,461 

一至二年間 -  210,241 

 508,193  610,702 

 

銀行借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固定利率貸款之賬面值分別為港幣 508,193,000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 610,702,000 元）。 

 

附追索權的已貼現票據附帶固定利率。 

 

銀行貸款之實際利率（亦相等於訂約利率）的範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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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實際年利率：    

固定利率貸款 2.15% 至 5.44%  2.55% 至 5.44% 

 

1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一日（「發行日」）， 本公司向京西控股有限公司（「京西控股」）（首鋼

集團有限公司（「首鋼集團」，本公司之有重要影響的主要股東）的全資附屬公司）發行本金額

為港幣 150,000,000 元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的代價為港幣 150,000,000

元。可換股債券按每年 4%的票面利率計息。 

 

可換股債券持有人擁有： 

 

(i) 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一日（「原始到期日」）要求本公司按 100%尚未償還本金額另加

任何應計未付利息贖回可換股債券的選擇； 

  

(ii) 按換股價（根據自可換股債券發行日起至到期日止六個月的轉換日的若干條件）將可換

股債券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的選擇；及 

 

(iii) 延長原始到期日兩次，每次一年至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一日止的選擇。 

 

可換股債券，連同上述選擇，被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可換股債券初步按公平值確認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可換股債券的公平值由獨立且具有專業資格的估值師漢華評值有

限公司評估。該估值的釐定採用布萊克•斯科爾斯模型與三叉法。 

  

https://webb-site.com/dbpub/articles.asp?p=7094
https://webb-site.com/dbpub/articles.asp?p=7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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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已終止經營業務 

 

在二零一九年九月，本集團已終止經營於中國的銅及黃銅材料的加工及貿易業務。據此，已終

止經營業務之財務結果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 號「持有待售之

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按已終止經營業務呈列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及簡明綜合全面收益

表中。比較數字已重列。所呈列財務表現為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費用 (209)  (2,719) 

金融資產減值損失淨額撥回╱（減值損失淨額） 

（附註14(c)） 67 

 

(1,651) 

除所得稅前虧損 (142)  (4,370) 

所得稅支出（附註10） -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142)  (4,370) 

其他全面虧損    

因換算呈列貨幣而產生的匯兌差額 (772)  (17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全面虧損總額 (914)  (4,544) 

 

21. 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港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922,901 

 

1,191,798 

股份註銷（附註） (18,384)  -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904,517  1,191,798 

 

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購回其 14,594,000 股股份。購回股份的總額約為

港幣 3,096,000 元，並已計入股東權益中的保留溢利。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所有合共 18,384,000 股已購回股份經已被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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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承擔    

- 已訂約但尚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作出撥備 138,300  143,513 

 

23.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第 436(3)條項下有關發佈於本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資料中之比較財務資料的「非法定賬目」的規定 

 

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作為比

較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告，惟有關財務資料取自該財務報告。

有關該法定財務報告而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36 條須予披露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的規定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告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綜合財務報告提交報告。報告中核數師並無保留意見，亦無提述任何其在

無提出保留意見下強調須予注意的事項，也沒有任何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06(2)、

407(2)或 407(3)條的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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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概覽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子午線輪胎之鋼簾線、切割鋼絲及其他鋼絲產品。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港幣862,997,000元（二零一九年：約港幣1,095,773,000元），較去年同

期減少約21.2%。但是，本集團於本期間維持穩定淨溢利港幣35,863,000元，相比去年同期的港幣

35,201,000元。 

 

業務回顧 

 

本集團在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面臨嚴峻挑戰，除了中國和美國之間正在進行的貿易爭端外，二零二零年

初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新冠病毒」），令眾多企業延期農曆新年後的生產，因而使中國經濟增長

於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較上年度同季度比較收縮 6.8%。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中起各行業陸續重開，令

情況得以緩和，而中國政府報告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錄得 3.2%的增長。整

體上，中國政府報告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 GDP 則按年下跌 1.6%。 

 

因此，鋼簾線分部於本期間銷售83,405噸鋼簾線，較去年同期報98,482噸下降15.3%。在切割鋼絲銷售

方面，由於我們不懈地努力開拓新客戶，以及光伏、藍寶石和磁性材料市場的好轉，銷售量從去年同

期的37噸大幅上升286.5%至143噸。我們其他鋼絲產品的銷售額從同期的4,605噸下降到4,410噸，降幅

為4.2%。本期間此分部的銷售量分析如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銷售量

（噸） 

 佔鋼簾線 

總銷售量 

百分比(%) 

 
銷售量

（噸） 

 佔鋼簾線 

總銷售量 

百分比(%) 變動(%) 

鋼簾線用於： 

–載重輪胎 56,721  68.0  65,182  66.2 -13.0 

–工程輪胎 2,542  3.1  3,263  3.3 -22.1 

–轎車輪胎 24,142  28.9  30,037  30.5 -19.6 

鋼簾線合計 83,405  100.0  98,482  100.0 -15.3 

切割鋼絲產品 143    37   +286.5 

其他鋼絲 4,410   4,605  -4.2 

總計 87,958   103,12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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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簾線銷售按地區而言，於本期間出口銷售量共 16,742 噸，比去年同期報 21,250 噸，減少 21.2%。

由於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新冠病毒構成全球疫情，引致全球各地採取不同程度的封鎖與隔離措施，並且

嚴重破壞了全球經濟活動。出口銷售量佔本期間總銷售量 20.1%，而去年同期則為 21.6%。本期間鋼

簾線按地區的銷售量明細如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銷售量

（噸） 

 佔鋼簾線 

總銷售量 

百分比(%) 

 
銷售量

（噸） 

 佔鋼簾線 

總銷售量 

百分比(%) 變動(%) 

         

中國 66,663  79.9  77,232  78.4 -13.7 

 

出口銷售： 

亞洲（中國除外） 9,756  11.7  12,485  12.7 -21.9 

EMEA（歐洲、 

中東和非洲） 

 

4,676 

  

5.6 

  

5,664 

  

5.8 

 

-17.4 

北美洲 1,792  2.2  1,989  2.0 -9.9 

南美洲 518  0.6  1,112  1.1 -53.4 

出口銷售總數 16,742  20.1  21,250  21.6 -21.2 

總計 83,405  100.0  98,482  100.0 -15.3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於本期間，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報港幣862,997,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1,095,773,000

元），比去年同期減少21.2%。於本期間本集團營業額明細如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港幣千元 

 佔總營業額 

百分比(%) 

  

港幣千元 

 佔總營業額 

百分比(%) 

         

鋼簾線╱鋼絲產品 862,235  99.9  1,094,905  99.9 -21.3 

物業租賃 762  0.1  868  0.1 -12.2 

總計 862,997  100.0  1,095,773  100.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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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毛利比去年同期減少16%至港幣152,758,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181,821,000元），主要是由於上述鋼簾線分部的收入減少所致。然而，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毛利率比去

年同期上升1.1個百分點至17.7%，主要是由於原材料的價格下降及我們不斷削減成本的措施。於本期

間本集團毛利明細如下：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毛利率(%)  港幣千元  毛利率(%)  變動(%) 

         

鋼簾線╱鋼絲產品 152,046  17.6  180,997  16.5 -16.0 

物業租賃 712  93.4  824  94.9 -13.6 

總計 152,758  17.7  181,821  16.6 -16.0 

 

分銷及銷售費用 

 

於本期間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銷及銷售費用報港幣41,904,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39,486,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主要是由於美國自二零一九年五月起向我們的產品徵收25%

的關稅。 

 

行政費用 

 

於本期間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行政費用報港幣26,650,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28,388,000元），

比去年同期減少6.1%，主要是由於成本控制更為嚴格。 

 

研發費用 

 

於本期間本集團與鋼簾線分部有關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研發費用報港幣30,068,000元，比去年同期報

港幣36,854,000元下降18.4%，與我們的輪胎客戶暫停生產所減少的收入及測試各種建造類型一致。 

 

財資政策 

 

本集團的財資政策集中於流動資金管理和監控財務風險，包括利率風險、匯兌風險和交易對手風險。

其目的是確保本集團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以在財務狀況可行情況下維持業務增長。 

 

  



- 26 - 

 

本集團的剩餘資金一般以短期存款（以港幣、人民幣或美元為單位）存放在香港及中國信譽良好的銀

行。本集團的資金籌措主要包括短期到中期的銀行貸款，貸款組合會考慮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性及利息

成本而作出。 

 

股本、資金流動及財政資源 

 

股本及資產淨值 

 

本公司管理其資本架構的目的以確保本集團之業務能繼續可持續增長及為股東提供一個長期合理的

回報。 

 

於本期間因註銷購回股份，故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目減少。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

總數目為1,904,516,556股(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22,900,556股)。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之資產淨值報港幣1,396,219,000元，比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港幣1,415,072,000元略微

下降1.3％，這主要歸因於人民幣在二零二零年上半年貶值。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每股資產淨

值報港幣0.73元，比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報港幣0.74元亦減少1.4%。 

 

銀行結存及現金及計息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共港幣97,951,000元，

比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港幣101,732,000元下降3.7%。本集團之總計息貸款（包括來自一間關

連公司之貸款、銀行貸款及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報港幣664,647,000元，比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港幣821,290,000元下降19.1%。因此，計息貸款淨額（計息貸款總額減去銀行結

存及現金）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719,558,000元減少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港幣

566,696,000元。 

 

負債及流動資產比率 

 

本集團之負債比率（以計息貸款總額減銀行結存及現金（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除以股東權益計算）

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50.8%下降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報40.6%。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以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1.16倍，相對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則為1.28倍。我們致力於改善流動資產比率以達到充滿活力且可管理的狀況，以促進業務的可持續

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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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收入來源主要以歐元、人民幣及美元為單位，而購買和付款的則主要以人民幣和港幣為單位。

於本期間回顧，本集團通過訂立外匯對沖合約賣出歐元及美元兌人民幣，名義總金額分別為8,000,000

歐元及10,000,000美元，以管理其以歐元及美元為單位的資產兌人民幣的匯率風險。這些合約於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前已完全定價。 

 

至於利率風險，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計息貸款是按固定利率計息。因此，本集團並

無訂立就浮動利率貸款利率掉期。鑒於近期公佈的經濟數據相對平淡，現行市場觀點是低利率環境將

持續存在，因此我們預計短期內不會進行任何利率掉期。 

 

我們將不時檢討及調整計息貸款的貨幣組合，以盡量減少我們的計息貸款的匯率和利率風險。無論如

何，我們會根據內部監控指引，持續監察本集團計息貸款的貨幣及利率組合，及於需要時採取適當行

動，以減低匯兌及利率的風險，例如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訂立新衍生金融工具以對沖人民幣兌港幣匯

率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承擔約港幣138,300,000元。 

 

業務發展計劃 

 

於二零一九年，滕州東方與滕州政府機關就將在透過公開競投以代價總額為人民幣81,120,000元取得

的三幅土地(「該等土地」)上進行的項目投資建設訂立協議。根據協議，滕州東方將在該等土地投資

建設總年產100,000噸鋼簾線生產線（其中建設年產量20,000噸黃絲（鋼簾線半成品或在製品）生產線

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滕州政府機關協助滕州東方建設項目，如處理施工相關程序，促進水、電、

道路等項目基礎設施建設，並協助申請政府政策支持和適用的資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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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項目自二零一九年十一月開始購置機器及建設的廠房、附屬設施及外圍道路。項目會根據市場

情況和本公司不時之財務能力分階段進行。上述黃絲項目將預計於二零二零年完成並對鋼簾線分部

的表現帶來正面影響，因目前若干嘉興東方黃絲生產線已使用超過二十多年，相對較低的生產效率

及質量不穩定性，產生高維護費和運營成本。 

 

本集團僱員、酬金政策及培訓計劃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合共有2,065名僱員。本集團僱員之酬金政策按僱員

價值、資格及能力，亦以業界當時市場環境而釐訂。彼等之酬金包括酌情發放之花紅，一般會每年予

以檢討。在薪金以外，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險、住院資助計劃及定額供款公積金計劃，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及中國國家法規定的其他退休計劃或類似定額供款公積金計劃分別為香港及國內僱員提供

退休福利。該等計劃引起之本集團供款會在損益中扣除。本回顧期間於簡明綜合損益表扣除之總額約

為港幣6,335,000元。 

 

本集團亦分別向國內各部門各級僱員及向董事及本公司僱員提供培訓計劃或課程，用以提升他們在生

產營運上的技術和管理，專業技巧和知識。 

 

董事之酬金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按照個人表現、本集團之業績及盈利狀況，亦以業界指標及當時市場

環境而釐訂。 

 

此外，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七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採納了二零零二計劃。根據二零零二

計劃，董事會可根據及按照二零零二計劃的條款及上市規則授予合資格人士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本

中的股份。股東已在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終止二零零二計劃及採納二

零一二計劃，二零一二計劃與二零零二計劃本著有同一目的。 

 

繼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將予發行及分配之任何股份上市及買賣，二零一二計

劃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起生效。除非被註銷或修改以外，二零一二計劃由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

九日起計十年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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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回顧期間，沒有購股權授出、行使、註銷和失效。 

 

或然負債及資產押記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已予抵押作為若干應付票據及銀行貸款的保證之資產賬面值為： 

 

1. 樓宇之賬面淨值總額為港幣184,489,000元； 

2. 土地使用權總額為港幣58,040,000元；及 

3. 銀行存款為港幣30,300,000元。 

 

業務展望 

 

在最近的歷史中，新冠病毒疫情對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廣泛破壞，更不用說社會經濟活動的暫停。

中國似乎是第一個努力在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末恢復正常狀態的國家。在中國國內市場開始採取遏制

感染擴散的謹慎措施以恢復勢頭的同時，中央政府亦推出了一系列財務和財政補貼，以幫助企業加快

恢復進程。儘管銷售量明顯下降，我們於二零二零年中期業績能夠與二零一九年業績持平，部分歸因

於這及時的援助。疫情不僅改變了我們看待個人衛生和社交行為的方式，還使我們重新考慮銷售策略

和未來開展業務的方式。今年下半年將充滿挑戰，但我們，首長寶佳，勇於挑戰，並將保持警惕和具

應變能力，通過以下方式來恢復我們的財務業績和現金流，使其與二零一九年持平：- 

 

⚫ 繼續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以確保我們遵守當地政府部門的有關要求，及我們的生產不間斷。我們

很高興能控制新冠病毒於我們各個工廠和辦公室中的傳播，至今沒有感染的記錄； 

⚫ 確保於年內完成20,000噸黃絲設施的建設，以提高我們的生產能力。仍然堅定在「第十四個五年

計劃」中擴展額外100,000噸鋼簾線生產能力，但進展將取決於及當時市場狀況和我們的財務狀

況； 

⚫ 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自動化改進我們的生產流程，以減少感染危害健康因素的風險；及 

⚫ 擴大銷售力度，但優先考慮國內市場，並在受疫情影響較小的國家建立新的出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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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此外，本公司獨立核數

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

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聯交所合共購回14,594,000股普通股股份，總代價約

為港幣3,095,536元(不包括相關股份購回應佔直接買賣成本)。上述所有購回股份均已註銷。有關購回

股份之詳情如下： 

 

二零二零年購回

股份之月份 

購回股份數目           每股代價  支付代價 

總額  

港幣 

最高價  

港幣   

最低價  

港幣   

 

一月 2,044,000 0.218 0.196  426,918 

二月 3,486,000 0.24 0.214  793,364 

三月 600,000 0.207 0.202  122,668 

四月 5,224,000 0.215 0.199  1,091,632 

五月 1,340,000 0.21 0.205  279,214 

六月 1,900,000 0.205 0.199  381,740 

 14,594,000    3,095,536 

 

除以上披露外，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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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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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致力於實行及達到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彼並認為一個有效率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對於本

公司的長遠發展是甚為重要的。因此，董事會不時檢討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日常企業管治常規及程

序，並促使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已嚴謹地遵守有關的法律及規定，以及監管機構的規則和指引，目的

是為了維持一個本集團完好及有效率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例如：財務、經營及合規控制和風

險管理之功能。本公司已採納首長寶佳企業管治守則及內部監控指引，並在適當情況下對它們作出更

新和修訂，以達至有成效之企業管治常規及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並符合有關法律、條例及規則

的修訂。  

 

根據董事會之意見，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守則中的所有原則及守

則條文，以及首長寶佳企業管治守則，除了偏離以下守則之守則條文A.2.1及D.1.4條外： 

 

偏離守則之守則條文A.2.1條 

 

本公司的董事長與董事總經理之角色均由蘇凡荣先生(「蘇先生」)擔任，故偏離守則的守則條文A.2.1

條。該守則條文規定董事長與董事總經理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擔任。考慮到蘇先生在各

方面，特別是管理鋼鐵行業及銷售方面擁有的豐富知識和經驗，董事會認為目前的安排仍可使本公司

能夠及時制定決策以實現本公司目標。儘管偏離守則，董事會認為有足夠的制衡機制來作出符合本公

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的決定。董事會亦將不時檢討管理架構，並在需要時將董事長與董事總經理的角

色分開。  

 

偏離守則之守則條文D.1.4條 

 

根據本公司與Bekaert，分別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訂立之認購協議

及進一步協議由Bekaert委派廖駿先生(「廖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廖先生沒有任何正式委任書，

訂明有關其委任為董事的主要條款及條件，因此偏離守則之守則條文D.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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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客戶、供應商和股東對我們的持續支持和信心。本人亦想藉此機會感謝在

本回顧期間所有董事同寅對本集團的盡責表現、寶貴貢獻以及管理層和同事們對本集團的忠誠、對工

作的熱忱及堅持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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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以下涵義： 

 

「二零零二計劃」  股東分別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七日及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舉

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採納及終止之購股權計劃 

 

「二零一二計劃」  股東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採納並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起生效之購股權計劃 

 

「Bekaert」  NV Bekaert SA，根據比利時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為主要股東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定義）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守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 

「首長寶佳」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及其

股份於聯交所主版上市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歐元」  歐元，歐盟成員國的法定貨幣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幣」   港幣，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內部監控指引」  本公司自一九九九年採納並於隨後不時修訂之內部管理及監控

指引 

 

「嘉興東方」   嘉興東方鋼簾線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為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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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首長寶佳企業 

管治守則」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企業管治守則(不時修訂) 

「股份」   本公司之普通股 

「股東」   股份持有者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滕州東方」   滕州東方鋼簾線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為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美國」  美利堅合眾國 

「美元」  美元，美國之法定貨幣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首長寶佳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 

蘇凡荣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蘇凡荣先生（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鄧國求先生（董事副總經理）、葉芊先生（執行董事）、李金平先生（執

行董事）、廖駿先生（非執行董事）、葉健民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林耀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馮

耀嶺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已 刊 載 於 本 公 司 之 網 址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sccentury/ 及 聯 交 所 之 網 址

http://www.hkexnews.hk。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及於上述網址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