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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集團）有限公司
WORLD HOUSEWARE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

世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仝寅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

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37,541 679,655

銷售成本 (621,813) (548,923)

毛利 115,728 130,732

其他經營收益 11,376 10,274

分銷成本 (11,120) (10,333)

行政費用 (72,559) (77,237)

重估投資物業之盈餘／（減值） 20 (2,330)

經營溢利 4 43,445 51,106

融資成本 5 (3,485) (5,156)

除稅前溢利 39,960 45,950

稅項 6 (2,932) (3,922)

本年度溢利淨額 37,028 42,028

股息 6,764 6,764

每股盈利 7

基本 5.5 港仙 6.2 港仙

攤薄 5.5 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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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5,220 15,200

物業、機器及設備 672,116 662,179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12,604 4,304

699,940 681,683

流動資產

存貨 137,531 115,35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3,446 136,080

貿易證券 4,449 5,027

可退回稅項 1,360 1,004

銀行結餘及現金 68,636 54,001

415,422 311,46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5,990 116,143

應付稅項 52 963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貸 173,189 100,240

319,231 217,346

流動資產淨值 96,191 94,120

796,131 775,803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借貸 15,892 22,857

遞延稅項 5,981 4,411

21,873 27,268

774,258 748,535

資金及儲備

股本 67,642 67,642

儲備 706,616 680,893

774,258 74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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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準則而編製。

2. 採納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

本年度，本公司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2條（經修訂）「所得稅」。經修訂會計實務

準則第12條引入所得稅（包括現行稅項及遞延稅項）會計之新基準及額外披露規定，已於財務報表內採納。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2條（經修訂）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除上述者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撰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經審核財務報

表所採納者一致。

3. 業務及地區分類

業務分類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之業務主要分為兩類：家用產品及PVC管材及管件。

有關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PVC管材

家用產品 及管件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對外銷售 424,406 313,135 — 737,541

分類間銷售 43,758 1,068 (44,826) —

總計 468,164 314,203 (44,826) 737,541

業績

分類業績 18,452 27,802 46,254

未分配集團開支 (2,809)

經營溢利 43,445

融資成本 (3,485)

除稅前溢利 39,960

稅項 (2,932)

本年度溢利淨額 37,028

分類間銷售均按成本加若干利潤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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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PVC管材

家用產品 及管件 撇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對外銷售 440,250 239,405 — 679,655

分類間銷售 73,246 4,551 (77,797) —

總計 513,496 243,956 (77,797) 679,655

業績

分類業績 29,688 27,867 57,555

未分配集團開支 (6,449)

經營溢利 51,106

融資成本 (5,156)

除稅前溢利 45,950

稅項 (3,922)

本年度溢利淨額 42,028

分類間銷售均按成本加若干利潤計算。

地區分類

本集團絕大部份PVC管材及管件之銷售均售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之客戶。本集團家用產

品按市場劃分之銷售額分析如下：

營業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314,107 311,322

亞洲 56,984 64,789

加拿大 19,451 15,630

歐洲 16,397 30,195

拉丁美洲 13,937 12,339

澳洲 3,024 4,096

其他地區 506 1,879

家用產品總銷售額 424,406 44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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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核數師酬金 1,509 1,624

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 432,975 433,097

折舊 47,979 47,40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695 3,201

租賃物業之租金支出 4,528 5,211

開辦費用撇銷 — 429

臨時配額費用 197 1,105

貿易證券之未變現虧損 — 887

並已計入下列各項：

貿易證券之股息收入 176 175

出售貿易證券之未變現收益 517 —

租金總收入 926 992

利息收入 461 434

外幣遠期合約之未變現收益 2,294 —

持有貿易證券之未變現收益 972 —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3,485) (4,699)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 (489)

(3,485) (5,188)

減：撥入在建樓宇之資本款項 — 32

(3,485) (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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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二年：16%） 計算之香港利得稅

— 本年度支出 (393) (44)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25 (38)

(368) (82)

香港以外地區稅項支出

— 本年度支出 (968) (1,975)

(1,336) (2,057)

遞延稅項支出 (1,596) (1,865)

(2,932) (3,922)

在香港以外地區產生之稅項指香港以外中國各地產生之收入按照15%稅率計稅之企業所得稅。若干中國附

屬公司符合稅項優惠之資格。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計算方法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37,028 42,028

股份數目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數目 676,417,401 676,417,401

購股權之潛在攤薄股份之影響 152,954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676,57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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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議決建議向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零二年：每股0.5港仙）。連同已於年內

派付之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零二年：0.5港仙），二零零三年之總股息將為每股1港仙

（二零零二年：1港仙）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

東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股東如欲獲得上述末期股息，其所有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必須早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四時正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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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登記手續。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737,541,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8.5%。

• 本集團之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為115,728,000港元及15.7%，  較去年同期分別減少15,004,000

港元及3.5%。

• 年內股東應佔溢利為37,02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1.9%。

• 每股基本盈利為5.5港仙，較去年同期減少11.3%。

•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5港仙。

業務回顧

由於面對伊拉克戰爭及非典型肺炎，北美及歐洲市場復甦緩慢，塑膠、化纖、棉布原料價

格𣇸升等嚴峻挑戰，本集團年內之塑膠、棉布類家用產品之營業額為424,406,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 440,25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 3.6%，此項業務年內之分類經營溢利為

18,452,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29,68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37.8%。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持續令建築相關物料需求增長以應基建及建造物業之用。本集團

之PVC管材及管件及各類建築相關材料之營業額為313,13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39,405,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0.8%，而此項業務年內之分類經營溢利為27,802,000港元（二零零

二年：27,86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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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方面，亞洲及美國仍然為本集團之主要市場，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50.2%及42.6%。

於年內上半年度因美伊戰爭及非典型肺炎疫症，導致各國入口商採購意慾減退，落單態度

非常審慎。國內亦因非典型肺炎肆虐，國家為確保疫症不會蔓延，嚴格控制人口流動，建

築業施工因此被迫局部停頓，對建築物料採購亦相應減少。此戰亂及天災疫症等不可預見

之因素，對本集團兩個主要業務產生了重大不良影響。下半年度塑膠、化纖、棉布等原料

價格急劇上升，更令經營環境加倍困難，原料成本之漲幅因未能同步轉嫁買家，邊際溢利

因而受壓減少。

展望

本集團位於江蘇省常熟市王庄鎮之附屬公司南塑家庭用具製品（常熟）有限公司（「南塑家品」）

及南塑建材塑膠製品（常熟）有限公司（「南塑建材」）所興建之生產廠房及機器設備安裝等工

程已大部份完工試產，並已局部投入生產。

此外，北美、歐洲、加拿大等國家將於二零零五年初全部取消化纖、棉布類家用產品配額

制度，此轉變將為本集團棉布類家用品帶來巨大商機。而南塑家品之及時投產將有助本集

團棉布類家用品迅速提高產值，擴大市場，爭取良好營利貢獻。

在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帶動下，各類基本建設房地產業務繼續蓬勃發展，南塑建材之投產將

為週邊地區如上海、華中、華東等一帶客戶提供此類建築物料市場所需。運用高度靈活之

銷售策略，全力拓展市場覆蓋率，提升經營溢利，董事會深信此業務未來會為集團帶來美

滿效益。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金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一般來自內部流動現金、有期貸款及從香港及中國之銀行提供之貸款及

貿易融資信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68,636,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54,001,000港元）及計息銀行借貸約189,08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23,097,000

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合共達544,707,000港元，已動用

其中260,332,000港元（動用率為47.8%）。於結算日後，兩家銀行合共授出為數187,000,000港

元之定期貸款信貸。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已提用其中一家銀行80,000,000港元之定期貸款信

貸。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進行交易。年內，由於美國貨幣對換風險環境相對不高，

本集團訂立外幣遠期合約用作對沖美元貨幣風險。於結算日後已變現2,294,000港元之外幣

遠期合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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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 415,42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311,466,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比率約為1.3，而於二

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4。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總

額增加3.4%至774,25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748,535,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負債比率（即負債總值與股東資金總額之比率）為0.44（二零零二年：0.33）。

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將賬面淨值合共111,219,000港元之若干租約土地及樓宇與投資物業抵押予銀行，

作為取得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員工及薪酬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4,900名（二零零二年：5,100名）員工，其

中270名為全職員工，而4,630名則為中國廠房之合約員工。年內之員工酬金總額為78,612,000

港元（二零零二年：80,832,000港元）。本集團定期檢討僱員之薪酬水平及花紅制度，以確保

薪酬政策具吸引力。本集團一向鼓勵各附屬公司之管理人員及員工參與有關本集團業務之

培訓課程或講座，亦向中國廠房之員工提供內部培訓。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公司管治

就本公司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並無或曾無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了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準則與慣例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

經審核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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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刊發末期業績

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及45(3)段規定之所有資料稍後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www.hkex.com.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李達興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李達興先生、馮美寶女士、李振聲先生、黎麗華女士、屈𧨎樟先生及李柏
桐先生為執行董事，而黃廣志先生及張子文先生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