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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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EN HSONG HOLDINGS LIMITED 

震  雄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57 )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 

 

中期業績 

震雄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公布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幣 75,104,000 元，對比去年同期錄得
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 123,162,000 元。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
盈利為港幣 11.9 仙，對比去年同期之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 19.5 仙。本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
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財  務  摘  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業績摘要 (港幣千元) 

收益 1,321,680 1,557,052 -15% 

除稅前溢利 92,177 165,668 -4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75,104 123,162 -39% 

資產總值  3,962,299 4,459,165 -11% 

股東權益 2,933,529 3,082,758 -5% 

已發行股本 63,053 63,053 0% 

流動資產淨值 1,869,375 2,054,677 -9% 

 

每股數據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1.9 19.5 -39% 

每股現金股息﹙港仙﹚ 4.5 5.2 -13% 

每股資產淨值﹙港元﹚ 4.7 4.9 -4% 
 

主要財務比率 

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 2.4 4.1 -41% 

平均資產總值回報率﹙%﹚ 1.8 2.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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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1,321,680 1,557,052 

銷售成本  (1,012,808) (1,163,346) 
 ⎯⎯⎯⎯⎯ ⎯⎯⎯⎯⎯ 

毛利  308,872 393,70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9,960 48,104 

銷售及分銷支出  (146,024) (161,062) 

行政支出  (73,092) (78,927) 

其他經營支出淨額  (36,772) (36,399) 

融資成本  (493) (64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274)  888 
 ⎯⎯⎯⎯⎯ ⎯⎯⎯⎯⎯ 

除稅前溢利 3 92,177 165,668 

所得稅支出 4 (17,854) (40,741) 
 ⎯⎯⎯⎯⎯ ⎯⎯⎯⎯⎯ 

期內溢利  74,323 124,927 
 ═══════ ═══════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5,104 123,162 

非控股權益  (781) 1,765 
 ⎯⎯⎯⎯⎯ ⎯⎯⎯⎯⎯ 

   74,323 124,927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6 

基本 (港仙)  11.9  19.5 
  ═══════ ═══════ 

攤薄 (港仙)    11.9  1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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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74,323 124,927 
 ⎯⎯⎯⎯⎯ ⎯⎯⎯⎯⎯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可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276,701) 34,788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3,291) 156 
 ⎯⎯⎯⎯⎯ ⎯⎯⎯⎯⎯ 

可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淨額  (279,992) 34,944 
 ⎯⎯⎯⎯⎯ ⎯⎯⎯⎯⎯ 

 

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收益表之 

其他全面收益： 

定額福利責任之精算收益  109 227 
 ⎯⎯⎯⎯⎯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279,883) 35,171 
 ⎯⎯⎯⎯⎯ ⎯⎯⎯⎯⎯ 

期內總全面收益/(支出)  (205,560) 160,098 
  ═══════ ═══════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03,124)  158,089 

非控股權益  (2,436) 2,009 
 ⎯⎯⎯⎯⎯ ⎯⎯⎯⎯⎯ 

  (205,560) 160,0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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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76,361 647,970 

投資物業  322,201 359,296 
使用權資產  34,634 39,149 
商譽  51,905 51,905 

無形資產  1,535 1,834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4,964 28,529 

遞延稅項資產  40,537 43,54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2,067 3,607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 7 107,735 99,985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 8 - 371 

定額福利資產  1,528 1,061 

抵押銀行存款  1,941 2,851 
  ⎯⎯⎯⎯⎯ ⎯⎯⎯⎯⎯ 
非流動資產總計  1,165,408 1,280,106 
  ⎯⎯⎯⎯⎯ ⎯⎯⎯⎯⎯ 
 

流動資產 

存貨  763,046 1,061,900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 7 1,303,074 1,245,418 

訂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120,934 141,281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 8 2,133 4,311 

抵押銀行存款  32,776 24,400 

現金及銀行結存  574,928 671,911 
  ⎯⎯⎯⎯⎯ ⎯⎯⎯⎯⎯ 
流動資產總計  2,796,891 3,149,221 
  ⎯⎯⎯⎯⎯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 9 572,540 695,694 

其他應付賬款、應計負債及合約負債  311,357 348,776 

租賃負債  1,113 1,599 

計息銀行貸款   - 21,568 

應付稅項  42,506 39,094 
  ⎯⎯⎯⎯⎯ ⎯⎯⎯⎯⎯ 
流動負債總計  927,516  1,106,731 
  ⎯⎯⎯⎯⎯ ⎯⎯⎯⎯⎯ 
 

流動資產淨值  1,869,375 2,042,490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034,783 3,322,596 
  ⎯⎯⎯⎯⎯ ⎯⎯⎯⎯⎯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10,601 11,674 

租賃負債  3,520 4,556 

遞延稅項負債  70,156 77,904 
  ⎯⎯⎯⎯⎯ ⎯⎯⎯⎯⎯ 
非流動負債總計  84,277 94,134 
  ⎯⎯⎯⎯⎯ ⎯⎯⎯⎯⎯ 
 
資產淨值  2,950,506 3,228,4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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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63,053 63,053 

儲備  2,870,476 3,145,996 
  ⎯⎯⎯⎯⎯ ⎯⎯⎯⎯⎯ 
  2,933,529 3,209,049 

非控股權益  16,977 19,413 
  ⎯⎯⎯⎯⎯ ⎯⎯⎯⎯⎯ 
權益總計  2,950,506 3,228,4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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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會計政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

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規定而

編製。 

 

於編製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時，本集團期內之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布之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於下文內統稱「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準則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

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除此以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 

（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 號（修訂） 虧損合約 – 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 

  至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隨附之範例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41 號（修訂） 

 

上述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構成重大財務影響及對本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所應用之會計政策並無產生重大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亦已頒布多項新訂及經修訂而於本報告期內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本集團於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內並無提早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本集團現正就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初步實施的影響

作出評估，但仍未能述明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財

務表現及財務狀況有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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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與銷售注塑機及有關產品有關，並且所有收益均於貨品控

制權轉移至客戶時確認，一般為交付貨品時。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注塑機及有關產品。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客戶所在

地分為不同業務單位，有下列三個可報告經營分部： 

 

(i) 中國大陸及香港; 

(ii) 台灣; 及 

(iii) 其他海外國家。 

 

管理層會分開監察本集團之經營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方面作出決

定。分部表現乃根據經調整之除稅前溢利而計量之可報告分部溢利來作評估。經調整

除稅前溢利與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計量一致，惟利息收入、未攤分收入及收益、非租

賃有關的融資成本、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以及企業及未攤分支出不計入有關計

量中。 

 

報告經營分部之間並沒有重大銷售。 

 

本集團根據其客戶所在地來自與客戶間合約之收益分拆及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

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內經營分部之收益及業績資料如下： 

 

 從對外客戶的 

 分部收益 分部業績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及香港 952,551 1,145,843 87,374 148,354 

台灣 38,142 86,677 2,897 9,753 

其他海外國家 330,987 324,532 18,726 22,867 
 ⎯⎯⎯⎯ ⎯⎯⎯⎯ ⎯⎯⎯⎯ ⎯⎯⎯⎯ 

 1,321,680 1,557,052 108,997 180,974 
 ══════ ══════ ══════ ══════ 
 

經營分部業績與除稅前溢利調節如下： 

 

經營分部業績    108,997 180,974 

未攤分收入及收益   5,791 10,514 

企業及未攤分支出   (22,063) (26,136) 

融資成本(租賃負債利息除外)   (274) (57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274) 888 
   ⎯⎯⎯⎯ ⎯⎯⎯⎯ 

除稅前溢利    92,177 165,6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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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售出存貨成本 1,012,808 1,163,34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8,726 26,564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514 1,300 

無形資產之攤銷 118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23 (1,19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註銷 1,431 750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減值撥回)淨額 (1,642) 5,878 

存貨撥備∕(撥備撥回)淨額 (414) 3,062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減值撥回淨額 (689) (851) 

其他應收賬款減值撥回淨額 - (57) 

匯兌差額淨額 15,706 (7,743) 

利息收入 (5,650) (10,257)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141) (257) 
 ══════ ══════ 

 

4. 所得稅支出 

期內，本集團未有計提香港利得稅，乃由於本集團沒有產生源於香港之應課稅溢利。其

他地區之溢利稅項則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期內稅項支出 

香港 - - 

其他地區 19,189  32,307 

過往期間多提撥備 (132) (17) 

遞延 (1,203) 8,451 
 ⎯⎯⎯⎯ ⎯⎯⎯⎯ 

期內稅項支出 17,854 40,7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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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已付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 

末期 - 每股普通股港幣 0.116 元 

(二零二一年：港幣 0.115 元) 73,142 72,511 
 ══════ ══════ 

 

董事局宣布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0.045

元(二零二一年：港幣 0.052 元)，總計港幣 28,374,000 元(二零二一年：港幣 32,788,000

元)。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未反映應付中期股息。 

 

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港幣 75,104,000 元(二零二

一年：港幣 123,162,000 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630,531,600 股(二零二一

年：630,531,600 股)計算所得。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尚未行使的購股權之影響對每股基本盈利金

額並無攤薄效果，故於期內概無就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就攤薄進行調整。截至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該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

團溢利港幣123,162,000元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631,119,933股 (即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內所用該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630,531,600 股，及假設該期內所有潛在攤薄

普通股已不需代價而獲行使轉換為普通股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88,333 股)計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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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1,087,385 976,207 

減值  (90,158) (98,368) 
  ⎯⎯⎯⎯ ⎯⎯⎯⎯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a) 997,227 877,839 

應收票據賬款 (b) 413,582 467,564 
  ⎯⎯⎯⎯ ⎯⎯⎯⎯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總計  1,410,809 1,345,403 

部分分類為非流動部分  (107,735) (99,985) 
  ⎯⎯⎯⎯ ⎯⎯⎯⎯ 

流動部分  1,303,074 1,245,418 
  ══════ ══════ 

 

客戶之貿易條款一般為現金交易、銀行票據或信用放貸。本集團根據個別客戶之商業實

力及信譽給予客戶信貸額，信貸期一般為三十天至一百八十天。本集團採取嚴格政策控

制信貸條款及應收賬款，務求信貸風險降至最低。 
 

基於上述的觀點及本集團的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由大量分散客戶所組成，故沒有重大的

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或其他加強信用之物品。除於二零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港幣 119,537,000 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28,268,000 元)以平均年利率 6.3%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6.2%)計息及信貸期一

般為十二個月至三十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個月至三十六個月)外，

剩餘之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並不附利息。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質押應收票據賬款港幣 128,237,000 元（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 98,162,000 元）用作擔保發出給予供應商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等

匯票記入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內。 
 

(a) 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九十天內  465,626  297,820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165,230  159,723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天  179,277  232,306 

超過一年  187,094  187,990 
  ⎯⎯⎯⎯ ⎯⎯⎯⎯ 

  997,227 877,8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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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貿易及票據賬款（續） 

(b) 於報告期末之應收票據賬款之到期日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九十天內  177,001  167,299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175,972  210,324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天  47,292  75,230 

超過一年  13,317  14,711 
  ⎯⎯⎯⎯ ⎯⎯⎯⎯ 

  413,582 467,564 
  ══════ ══════ 

 

8.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 

本集團租賃若干注塑機予客戶。該等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及其剩餘租期為介乎七個月至

八個月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一個月至十四個月)。客戶於融資租賃租期完結時，

將購買已租賃之注塑機。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  6,702 10,501 

減值  (4,569) (5,819) 
  ⎯⎯⎯⎯ ⎯⎯⎯⎯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淨額   2,133 4,682 

部分分類為非流動部分  - (371) 
  ⎯⎯⎯⎯ ⎯⎯⎯⎯ 

流動部分  2,133 4,3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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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融資租賃賬款（續） 
 
於報告期末之根據融資租賃的未來最少應收租賃款項總額及彼等現值分析如下： 

 

 最少應收租賃款項 最少應收租賃款項的現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款項： 

一年內 2,198 4,476 2,133 4,311 

第二年 - 375 - 371 
 ⎯⎯⎯⎯ ⎯⎯⎯⎯ ⎯⎯⎯⎯ ⎯⎯⎯⎯ 

最少應收融資 

租賃款項總計 2,198 4,851 2,133 4,682 

未賺取財務收入 (65) (169) ══════ ══════ 
 ⎯⎯⎯⎯ ⎯⎯⎯⎯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淨額總計 2,133 4,682 

部分分類為流動資產 (2,133) (4,311) 
 ⎯⎯⎯⎯ ⎯⎯⎯⎯ 

非流動部分 - 371 
 ══════ ══════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或然收入被確認(二零二一年:無)。 

 

9.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 

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九十天內  299,999 384,486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129,404 225,315 

一百八十一至三百六十五天  129,686 71,323 

超過一年  13,451 14,570 
  ⎯⎯⎯⎯ ⎯⎯⎯⎯ 

  572,540 695,694 
  ══════ ══════ 

 

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並不附利息及一般三至六個月內結算(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三至六個月)。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當中包括應付聯營公司款項港幣 9,332,000 元(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0,984,000 元)，其付款條款為三十天內支付。 

 

10. 比較金額 

若干比較金額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內的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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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局已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4.5 仙

（二零二一年：港幣 5.2 仙）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五）辦公時間結束時名

列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中期股息約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二日（星期四）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四）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五）（首

尾兩天包括在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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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一併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 16 號

遠東金融中心 17 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 

業務表現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港幣 13.22 億元（二零二一年：

港幣 15.57 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 15%，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亦下降 39%至港幣 7,500

萬元（二零二一年：港幣 1.23 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 11.9 仙（二零二一年：港幣

19.5 仙）。董事局已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4.5 仙（二零二一年：港幣 5.2 仙）。 

 

本財政年度的上半年上海受到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影響引至封城，從四月一日開始至六月

一日逐步解封，歷時兩個月，導致主要零部件進口停滯、打亂了中國大陸地區的物流供應

鏈、阻延了產品的出口付運，其連帶的衝擊直至七、八月份才逐漸消除。加上傳統經濟火

車頭房地產市場的疲弱，中、美貿易糾紛重燃等因素，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幅

於第二季度因而大跌，拖累全年的 GDP 增幅預測下降至 4.5%的較低水平。 

 

與此同時，本財政年度的上半年對全球眾多經濟體來說，也是極之動盪的時間。俄羅斯與

烏克蘭的軍事衝突未有平息的跡象，西方國家層層疊加對俄羅斯制裁的影響逐漸浮現，導

致能源短缺、電力價格高企、以及糧食供應緊張等現象。由此引起的通貨膨脹，使各國央

行不得不積極加息予以壓抑，最終引起連串民生問題以及政治動盪。美國聯邦儲備局於今

年啟動加息周期以壓抑通貨膨脹，在本年度首三季度總共加息累計達 3%，力度之猛為近三

十年來未見，直接使美元獨強、世界其他各國的貨幣（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大都出現嚴重

貶值，部分開始危及金融系統的穩定。在全球消費市場疲弱的同時，新冠疫情開放後的去

庫存化情況加劇，亦影響了中國的消費品出口訂單量。 

 

這一連串的內部以及外來因素，使中國大陸製造業面臨極嚴峻的挑戰。在本財政年度的上

半年，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持續錄得低於 50 榮枯線的數值，顯示製造業活動

因國內外的消費疲弱、以及供應鏈阻滯的拖累，都處於不同程度的收縮狀態。因此，在此

市場環境下，本集團的主要客戶群對投資新的注塑機生產設備的意向都趨於謹慎，大部分

因為訂單及產能使用率不足，對擴充項目持觀望態度，導致本集團上半年度的業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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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分析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客戶地域劃分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客戶地域 

2022 

（港幣百萬元） 

2021 

（港幣百萬元） 變動 

中國大陸及香港 953 1,146 -17% 

台灣 38 87 -56% 

其他海外國家 331 324 +2% 

 1,322 1,557 -15% 

 

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的中國大陸市場先是受到歐、美國家「後疫情開放」引致的去庫存活動

影響，一些傳統的消費品行業（如家電）在經歷兩年的火爆需求後呈現超買，新出口訂單

減少。與此同時，突如其來的上海封城（四月一日至六月一日）嚴重打亂了大陸製造工業

的供應鏈及物流部署，本集團更受到進口零部件無法清關等一連串影響。中國大陸房地產

市場的疲弱亦將負面影響幅射到整體經濟的各個層面，包括整體的金融市場及資金供應，

以致家庭收入。 

 

二零二二年的第二季度（即四至六月），中國 GDP 增長嚴重下降。雖然在第三季度追趕了

部分差額，但全年的 GDP 增長預測仍然大幅調低至 4.5%，這是除了在新冠疫情初發時期

外，近三十年最低的 GDP 增長。封城以及經濟動力疲弱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壓抑家庭收入與

消費意欲，從中國銀行的消費者信心指數於期內大幅下跌可見一斑。製造業 PMI 數據同樣

顯示相應的情況：在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的六個月當中，四個月明顯低於 50 的榮枯線，顯示

製造業活動（尤其是消費品生產）正在收縮。 

 

雖然主要的消費品市場低迷，但汽車行業卻是亮點之一，期內的增長率達 16%，其中主要

是新能源汽車比去年增長達一倍。年初至今，中國汽車出口額增長近 60%，取代德國成為

世上第二大汽車出口國，僅次於日本。而本集團於去年開始與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龍頭企業

「比亞迪」達成合作關係，提供高端的注塑機以支持比亞迪極其強勁的新能源汽車擴產計

劃。在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繼續與比亞迪簽訂更多新能源汽車相關的注塑機訂單；

截至九月底，本集團與比亞迪就新能源汽車的合約總額約值人民幣五億元，供應接近 800

台中、大型注塑機。 

 

消費疲弱，以及中、美貿易糾紛重燃，極大地壓抑了製造業客戶投資擴產的意願，大部分

都選擇保持觀望態度，以待環境進一步明朗化。因此，本集團於中國大陸市場的上半年營

業額下跌 17%至港幣 9.53 億元（二零二一年：港幣 11.46 億元）。 

 

本財政年度上半年的國際市場朝兩極化發展。首先，亞洲、中東、非洲以及印度等地區因

新冠疫情的兩年封閉逐漸解除，迎來了「報復性」的消費反彈，並體現在對生產設備的需

求上。在此期間，本集團於這些地區的營業額普遍都錄得 30%或以上的增長。相比而言，

歐洲市場則是另一個極端：由於突如其來的俄羅斯與烏克蘭軍事衝突（兩國為全球最大及

第五大的穀物出口國）引致歐洲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大規模制裁行動，加劇了歐洲地區的能

源及糧食危機；除了拉升通脹外，更使很多工業生產因能源短缺而陷於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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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美國聯邦儲備局三十年內最猛烈的加息周期啟動，使美滙指數屢創高位，而全

球多國的貨幣（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土耳其等）兌美元都呈現大幅貶值，從而直

接加深了經濟不穩及引致政治動盪。故此，本集團於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銷售額都錄得較

大的跌幅。此消彼長，由於兩極分化的原因，本集團的上半年度國際市場營業額相比去年

同期只輕微增長 2%至港幣 3.31 億元（二零二一年：港幣 3.24 億元）。 

 

台灣製造業由於主要供應歐、美市場，受歐洲軍事衝突及美國加息周期的影響較大，本集

團於台灣市場營業額大幅下跌 56%至港幣 3,800 萬元（二零二一年：港幣 8,700 萬元）。 

 

新技術與新產品開發 

本集團因應市場環境的轉變和客戶迫切的要求，在本年初率先推出了基於旗艦產品 MK6

的更新型號：MK6.6/A「匠心版」，秉承 MK6 系列的優勢，包括高精度、高穩定性以及高

效能等特點，並針對不同行業內的細分需求作出配置調整，對如家電、日用品、玩具等行

業的生產具有極強的適應性，故大受客戶的青睞及首肯。而在九月底時，本集團進一步推

出加強型的 MK6.6/B「卓越版」，主要針對有更高要求的的細分行業如 3C、電子、包裝、

汽車等市場。 

 

本集團持之以恆的科研方向一直是以「以客為先」，務求為全球客戶提供實際增值，以及

最合適的設備。專注不同行業的細分需求、「度身訂造」不同型號的產品，是未來裝備市

場的發展大勢。在未來的六個月至一年，本集團將陸續推出更多更優質、更適配市場的更

新型號，如旗艦產品線 MK6 的下一代：「MK8」、第二代高效二板機、以及「SPARK」

系列第二代的高智能全電動注塑機。 

 

生產運作與成本控制 

本集團於本年度繼續推行產能提升和精益改善計畫，包括改造老舊廠房及生產線、設備自

動化升級等專案，以達到提升產能 40%的目標，並推廣全員品質管理活動，提高員工品質

意識及作業標準化程度。與此同時，本集團繼續積極致力生產運營 VI（價值改進），在成

本控制，生產效率及強化市場競爭能力方面均有所提升。 

 

由於未來市場環境不明朗，需求存在較多不確定性，集團將持續強化供應鏈管理，進一步

舒緩供應鏈的瓶頸環節，並提升供應柔性，以及協助供應商改善品質保證體系和控制成本，

務求能迅速應對任何市場變化。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港幣 18.69 億元（二零二一年：港幣

20.55 億元），較去年減少 9%。 現金及銀行結存（包括有抵押存款）為港幣 6.10 億元（二

零二一年：港幣 8.43 億元），較去年減少港幣 2.33 億元。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並無銀行貸款。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銀行貸款為港幣 2,300 萬元，該銀行貸款為

短期浮息貸款，用作一般營運資金。本集團淨現金結餘為港幣 6.10 億元（二零二一年：港

幣 8.20 億元），減少港幣 2.10 億元。 

 

本集團的負債比率乃按總借貸扣除現金及銀行結存除以總資產計算。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

十日，本集團持有淨現金結餘。因此，並無呈報負債比率。 

 

本集團會繼續維持一貫穩健的財務管理政策，儲備充足的流動資金，以應付本集團對各項

資本投資及營運資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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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若干附屬公司所持有之銀行存款中，為數港幣 3,500

萬元（二零二一年: 港幣 2,600 萬元）已作抵押，其中港幣 300 萬元（二零二一年: 無）用

作擔保於中國大陸之銀行給予客戶作購買本集團產品的銀行貸款；及港幣 3,200 萬元（二

零二一年: 港幣 2,600 萬元）用作擔保發出給予供應商的銀行承兌匯票，該等匯票記入應付

貿易及票據賬款內。此外，本集團之一間附屬公司所持有之應收票據賬款中，為數港幣 1.28

億元（二零二一年: 港幣 1,700 萬元）已作抵押，用作擔保發出給予供應商的銀行承兌匯票，

該等匯票記入應付貿易及票據賬款內。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大陸之生產設施更新改善工程及購買之生產

設備之資本承擔為港幣 400 萬元（二零二一年：港幣 6,900 萬元），資金會由本集團內部

資源提供。 

 

資金及外幣風險管理 

本集團在資金管理方面，採取穩健的理財策略，現金主要以港元、人民幣、新台幣、美元

及歐元持有，並一般以短期或中期存款存放於銀行，作為本集團的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日圓借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相

等於港幣 2,300 萬元的日圓借貸，用作支付供應商日圓貨款。本集團亦不時對若干波動較

大的外幣風險作出評估，以合適之方法減低有關的風險。 

 

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有重大投資，並知悉任何人民幣匯率波動將對本集團的淨溢利有所影

響。但由於本集團之交易多以人民幣結算，故該匯兌差額對本集團的實際營運及現金流不

構成直接影響。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i)就客戶用於購買本集團產品的銀行貸款所提供給銀行

的擔保為港幣 300 萬元（二零二一年：無）；及(ii)為客戶提供給銀行的履約擔保為港幣 20

萬元（二零二一年：無）。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全職僱員總數約為 2,300 名（二零二一年：2,400 名）。

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完善之薪酬及福利條件，薪酬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而僱員之回報取決

於其個人表現及本集團業績表現。 

 

於人才培訓方面，本集團透過定期為僱員提供教育、專業培訓及生活輔導等活動，不斷提

升員工質素、專業知識水準及團隊精神。 

 

下半年展望 

由於現時處於全球性動盪的大時代中，無論中國國內還是國際市場間都充斥著不明朗的變

數，尤其重要的是歐洲正步入寒冬，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軍事衝突所引致的能源短缺情況或

會對工業及民生構成打擊，各方分析員並未就該等影響的程度達成一致，唯一共識的是均

對未來經濟環境有頗大惡化機會，故保持極為審慎的態度。而美國聯邦儲備局的加息周期

持續，並沒有明顯的停止跡象，高息的環境亦必然會對經濟發展帶來障礙；加上中、美貿

易關係仍然不穩定，故此預計製造業客戶的普遍投資意向仍會保持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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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對應此等市場情況，將如以上所述加強新產品開發的力度，積極幫助客戶解決問題

及痛點；本集團相信，這些措施在任何市場和經濟環境下都絕對是客戶考慮供應商的最重

要因素之一。 

 

明年（即二零二三年）是本集團成立六十五周年慶典，為此本集團將開展一連串的市場推

廣及客戶親密活動，並推出下一代的創新性產品型號，相信若市場適度回暖，本集團將能

先拔頭籌，擴大市場份額。 

 

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惟與以下守

則條文之偏離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 B.2.2 條之規定，每位董事應至少每三年一次輪值退任。本公司之董事（除

本公司主席外）須至少每三年一次輪值退任，因根據百慕達一九九一年震雄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法，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退任。 

 

根據守則條文第 C.2.1 條之規定，主席與集團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蔣麗苑女士為本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集團總裁。鑒於蔣女士的技能和經驗以及彼長期服

務於本集團，該架構可視為適合本集團，並可為本集團提供強大且貫徹的領導力，為業務

提供有效及高效的規劃及決策，以及能執行長期業務策略。 

 

遵守標準守則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準則（「操守準則」），其條款不較上市規則

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寬鬆。經本

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一直遵守操守準則及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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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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以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 

 

 

 代表董事局 

震雄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集團總裁 

 蔣麗苑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蔣麗苑女士及鍾效良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陳智思先生、Anish LALVANI 先生、利子厚先生及陳慶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