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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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713）

二零零四年中期業績公佈

世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營業額 378,042 342,724
銷售成本 (325,892 ) (282,116 )

毛利 52,150 60,608
其他經營收入 1,399 3,050
分銷成本 (4,398 ) (3,951 )
行政費用 (38,074 ) (35,075 )
重估投資物業之減值 — (680 )

經營溢利 11,077 23,952
融資成本 4 (1,971 ) (1,703 )

除稅前溢利 5 9,106 22,249
稅項撥回（支出） 6 2 (1,981 )

期內溢利 9,108 20,268

股息 3,382 3,382

每股盈利 7
基本 1.3港仙 3.0港仙

攤薄 1.3港仙 3.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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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0,121 15,220
物業、機器及設備 702,516 672,116
收購物業、機器及
設備之已付按金 54,345 12,604

776,982 699,940

流動資產
存貨 182,411 137,53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35,992 203,446
持有作銷售之物業 57,247 —
貿易證券 4,327 4,449
可退回稅項 — 1,360
銀行結餘及現金 56,714 68,636

536,691 415,42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4,731 145,990
應付稅項 867 52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貸 202,389 173,189

347,987 319,231

流動資產淨值 188,704 96,191

965,686 796,131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借貸 180,621 15,892
遞延稅項 5,081 5,981

185,702 21,873

779,984 774,258

資金及儲備
股本 67,642 67,642
儲備 712,342 706,616

779,984 77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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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告書附註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礎

簡明財務報告書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申報」之規定而編製。

2. 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告書乃根據過往成本慣例編製，並按投資物業及貿易證券之重估作出修改。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撰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經審核財
務報告書所採納者一致，並加入下列會計政策：

持有作銷售之物業

持有作銷售之物業乃以成本及可變現淨值較低者入賬。成本包括直接購買成本及（如適用）
其他將物業達致現時地點及狀況所產生之雜費。可變現淨值為於日常業務過程中之實際
或估計售價減所有有關銷售成本。

3. 業務及地區分類

業務分類

本集團呈報分類資料之主要方式乃按業務劃分。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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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08,427 169,615 — 378,042
分類間銷售 3,453 790 (4,243 ) —

總計 211,880 170,405 (4,243 ) 378,042

業績
分類業績 4,650 8,778 13,428
未分配集團開支 (2,351 )

經營溢利 11,077
融資成本 (1,971 )

除稅前溢利 9,106
稅項撥回 2

期內溢利 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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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間銷售均按成本加若干利潤計算。

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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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99,078 143,646 — 342,724
分類間銷售 40,668 1,107 (41,775 ) —

總計 239,746 144,753 (41,775 ) 342,724

業績
分類業績 13,318 13,560 26,878
未分配集團開支 (2,926 )

經營溢利 23,952
融資成本 (1,703 )

除稅前溢利 22,249
稅項支出 (1,981 )

期內溢利 2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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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家用產品按地區劃分之銷售額分析如下：

營業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142,858 146,259
亞洲 38,203 28,500
歐洲 10,230 9,198
加拿大 9,840 7,695
拉丁美洲 5,913 6,053
澳洲 815 909
其他地區 568 464

家用產品總銷售額 208,427 19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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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902 ) (1,703 )
—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69 ) —

(1,971 ) (1,703 )

5.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24,904 22,960
持有貿易證券之未變現虧損 122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65 —

並已計入下列各項：

貿易證券之股息收入 34 162
利息收入 284 292
出售貿易證券之已變現收益 — 525
租金收入 380 466
外幣遠期合約之未變現收益 369 —
持有貿易證券之未變現收益 — 14

6. 稅項撥回（支出）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以外地區之現行稅項 (898 ) (619 )
遞延稅項撥回（支出） 900 (1,362 )

2 (1,981 )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均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報告書中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在香港以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照徵稅之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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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溢利 9,108 20,268

股份數目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676,417,401 676,417,401

根據購股權可發行之潛在攤薄股份 497,252 27,163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676,914,653 676,444,564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向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零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每股0.5港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將由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四日（包括首尾
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資格收取上述中
期股息，股東須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八日下午四時正前，將所有轉讓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
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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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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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378,042,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增加10.3%。

‧ 本集團之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為 52,150,000港元及 13.8%，較去年同期分別減少
8,458,000港元及3.9%。

‧ 期內股東應佔溢利為9,10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5%。

‧ 每股基本盈利為1.3港仙，較去年同期減少56.7%。

‧ 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

業務回顧

由於原油價格持續攀昇，屢創歷史新高，導致下游產品各類塑膠原材料全球性瘋狂急漲，
由百份之五十至百份之一百不等。中國政府亦於二零零四年開始將部份出口退稅率減至
百份之十三，減少兩個百份點。上述此兩個因素是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最大挑戰。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營業額合共 378,04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342,724,000港元相比上升 10.3%，上升金額為35,318,000港元。當中家用產品營業額為
208,42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199,078,000港元相比上升4.7%，上升金額為9,349,000港元。
而PVC管材及管件營業額為169,61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143,646,000港元相比上升18%，
上升金額為25,969,000港元。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毛利為52,15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60,608,000港元相比下跌14%；而毛利率為13.8%，較去年同期之毛利率17.7%相比下跌
3.9%。

整體營業額上升，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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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及南塑建材塑膠製品（常熟）有限公司，順利於本年初投入生產，新增棉布化
纖類家用產品及PVC管材及管件推行擴大市場覆蓋率，均取得成果。毛利率下降主要原
因是於回顧期內油價高升，本集團主要原材料價格暴漲，董事會雖然即時調整因應對策，
擴大採購範圍，透過與不同供應商組織策略聯盟，簽訂長期採購合約以及切實利用本集
團擁有之垂直式生產設備，嚴控管理成本，盡量減低原材料高漲帶來之重大影響。但因
是次原材料急速漲價，幅度太大，致令本集團家用產品之海外主要貿易伙伴、著名百貨
公司、龐大連鎖商店及大型採購分銷商無法接受全部相應合理之提價。本集團為顧全長
期艱苦建立之良好營商關係及未來發展之美好商機，董事會果斷決定放棄部份毛利與各
商業伙伴共渡時艱，減低漲幅，提供更具競爭之價格，穩守市場佔有率。但因此變為生
產成本高於售價，家用產品毛利顯著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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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另一主要產品PVC管材及管件銷售業務主要為國內市場，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各類基建之項目，房地產建築繼續蓬勃發展帶動下，PVC管材及管件之營業額錄得良好
升幅。原材料成本高漲，雖未能同步完全轉嫁予買家，但也能將部份銷售價格略為調高，
因此幸能錄得些微溢利。

本集團萬分重視研究、改進、開發和創建以本集團主營業務有關之新項目，藉以輔助本
集團之主要產品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值，改善經營溢利。

本集團現正積極計劃及進行於廣東省中山市沙溪鎮展開有關經營廢舊物
料回收再生業務。此新投資項目將有助本集團之主營業務經營溢利提升
並達到成本控制之效益。有關此新投資項目之詳細將盡快公佈。

展望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時不我待，唯有奮力爭先，抓取有利機遇，緊握時勢脈搏，面對
原材料狂升之惡劣形勢，本集團一方面靈活調整應對策略，並加速新項目發展進度，開
創廣闊毛利資源，另一方面加強與貿易伙伴合作，建立更好商業關係，在此次原材料急
速焱風升之惡劣情況下所衍生之優勝劣汰過程中取得更豐碩之成果。加速發展壯大，擴佔
市場，強者恆強，弱者恆弱。

處此困難經營環境，本集團面臨之良好機遇，遠大於挑戰。在董事會團結、聰敏、勇敢
面對嚴峻逆境，配合全體員工努力工作，憑著卓越良好商譽及穩固業務基礎上，結合貿
易伙伴、客商及股東全力支持，本集團的燦爛目標定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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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中國之銀行提供之定期貸款及貿易融
資信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56,714,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636,000港元）及計息銀行借貸約383,01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89,081,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合共達765,320,000港元，已動用其
中435,185,000港元（動用率為56.9%）。期內已提用兩家銀行合共約165,000,000港元之定期
貸款。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進行業務交易。本集團繼續利用美國貨幣兌換風險環
境相對不高之優勢，訂立外幣遠期合約以對沖本集團以美元進行採購之貨幣風險。期內，
外幣遠期合約之未變現收益為36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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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536,69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415,422,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比率約為1.5，
而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3。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資
金總額增加0.7%至779,98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74,258,000港元）。於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負債總值與股東資金總額之比率）為0.68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44）。

資產抵押

本集團已將賬面淨值合共109,648,000港元之若干租約土地及樓宇與投資物業抵押予銀行，
作為授予本集團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員工及薪酬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合共約5,200名（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4,900名）
員工，其中280名為全職員工，而4,920名則為中國廠房之合約員工。期內之員工酬金總
額為36,748,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32,122,000港元）。本集團定期檢討僱員之
薪酬水平及表現花紅制度，以確保薪酬政策於有關行業內具有競爭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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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提供特設之內部培訓。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最佳應用守則

除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而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須於本公司之
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以外，就本公司董事所知，並無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
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任何時間並無或曾無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劵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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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討論了審核、內部監
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中期財務報
告書。本未審核中期財務報告書已由本公司之外界核數師審閱。

採納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可根據上市規則不時作出修訂）為本公司之操守準則及監管
所有董事處理本公司證券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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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及46(6)段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詳細中期業績公佈稍後將
於聯交所之網站 (www.hkex.com.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李達興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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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𡟻桐先生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張子文先生為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而黃廣志先生、許
志權先生及何德基先生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