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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59）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概要

本集團營業額增加約34.7%至約358,166,000港元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DA」）增加約26.4%至約40,104,000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增加約202.3%至約16,900,000港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增加約1.5%至約67,357,000港元

資產淨值增加約4.3%至約344,159,000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約204%至約3.07港仙

泰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 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358,166 265,945
銷售成本 (296,337) (217,111)

毛利 61,829 48,834
其他經營收入 3,903 4,010
分銷費用 (7,946) (5,538)
行政開支 (43,521) (37,322)

經營溢利 4 14,265 9,984
財務費用 (1,766) (2,01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693 1,134

除稅前溢利 19,192 9,103
稅項 5 (4,519) (2,808)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4,673 6,295
少數股東權益 2,227 (705)

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16,900 5,590

每股盈利 6
　基本 港仙3.07  港仙1.01

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二十五條「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有關披露要求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轉換而編製，已就土地及樓宇重估作出修訂。

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其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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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按業務劃分：

就管理而言，  本集團目前由三個主要營運部門組成－  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導電硅橡膠按鍵及印製電路板。本集團乃按照業務分部呈報其主要分部資料。

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 導電
計算機及 硅橡膠 印製 其他

電子記事簿 按鍵 電路板 業務 撇減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業績
營業額
外部銷售 201,627 75,513 67,109 13,917 － 358,166
部間銷售 5,826 5,903 13,272 － (25,001) －

總額 207,453 81,416 80,381 13,917 (25,001) 358,166

業績
分部業績 12,654 2,017 4,077 (4,001 ) － 14,747

其他經營收入 126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608 )

經營溢利 14,265
融資成本 (1,766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693

除稅前溢利 19,192
稅項 (4,519 )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4,673
少數股東權益 2,227

本期溢利 16,900

未經審核
二零零三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 導電
計算機及 硅橡膠 印製 其他

電子記事簿 按鍵 電路板 業務 撇減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業績
營業額
外部銷售 142,416 49,481 62,545 11,503 － 265,945
部間銷售 1,665 4,772 7,544 － (13,981) －

總額 144,081 54,253 70,089 11,503 (13,981) 265,945

業績
分部業績 10,926 52 5,227 (5,785 ) － 10,420

其他經營收入 147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583 )

經營溢利 9,984
融資成本 (2,015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134

除稅前溢利 9,103
稅項 (2,808 )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6,295
少數股東權益 (705 )

本期溢利 5,590

按地域劃分：

本集團之客戶主要分佈於日本、香港、美國及歐洲。

本集團銷售按市場地域劃分分析如下：

營業額 對經營溢利之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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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附註a） 98,478 52,290 4,055 2,049
日本（ 附註b） 92,678 72,599 3,816 2,845
歐洲 50,820 38,903 2,092 1,524
美國 21,208 24,076 873  94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香港除外） 27,182 39,890 1,119  1,563
其他亞洲國家 64,814 26,212 2,669  1,027
其他地區 2,986 11,975 123  469

358,166 265,945 14,747  10,420

其他收益 126 147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608 ) (583 )

經營溢利 14,265 9,984

附註：

(a) 董事會相信香港市場所佔本集團之銷售額有部分最終轉售往其他市場。

(b) 董事會相信日本市場所佔本集團之大部分銷售額最終轉售往歐美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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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經營溢利經扣除下列項目後計算：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960 17,858
　無形資產－  開發成本 － 4,7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37 276
呆賬撥備 6,337 336
有關租賃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 357 308
研究及開發之費用 183 972
僱員成本 54,834 46,790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1,796 468
中國企業所得稅 1,355 1,216

3,151 1,684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稅項 1,368 1,124

稅項開支總額 4,519 2,808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香港業務之估計應課稅溢利17.5%之稅率計算（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5%）。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現行稅率計算。

6.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按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約16,90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5,590,000港
元）及本期間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50,776,000股（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50,776,000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尚未行使之全部認購股權已於上年度失效，  故並無呈列每股全部攤薄盈利。

管理層回顧及業績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回顧期內，雖然市場起伏不定，且有原料價格壓力，本集團仍取得了極為理想之業績。管理層能順應不可預見之轉變及將不利影響降至最低，
足證其具有卓越之專才。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358,166,000港元，而二零零三年同期約為265,945,000港元，增幅達約34.7%。

本集團之既有業務在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DA」）增長約26.4%至約40,104,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31,728,000港元）。本集團將繼續致力發展及擴充其核心業務，同時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

回顧期內，董事會為投資聯營公司長盈通訊設備控股有限公司（「長盈控股」，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長盈集團」）取得成功而感到鼓舞。本集
團擁有該公司49%股權。

憑藉長盈集團之強勁表現，股東應佔溢利淨額大幅增加約202.3%至約16,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590,000港元）。

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

回顧期內，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業務繼續表現出色。這主要鑑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下半年之增長勢頭，不僅產量增加，且由於縱向生產
線之擴充，兼增值電子消費品之種類益發多元化。

本集團繼續專注於銷售日本及歐美著名品牌客戶之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
簿之營業額仍佔本集團收益之主要部份，升幅約41.6%至約201,62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42,416,000港元），佔本集
團總營業額約56.3%。

回顧期內，為迎合客戶之冀望及響應全球對於環保及勞工權利之關注，本集團已改善其生產設施與工作環境，包括優化員工休閒設施等。本集
團亦依照國際標準，嚴格實施超時工作限制及符合最低工資要求，並新裝置環境控制設施。該等改良措施可確保本集團保持長期之競爭力，惟
難免造成一次過投資及雜項開支之增加。因此造成經營支出上升，而部份已與不懈努力監控行政及分銷成本，以及本集團一貫良好之經營效率
間作出了互相抵銷。

為解決華南地區電力短缺問題，本集團已購入四台發電機，以便在東莞簡約用電政策由現時之每週一天增加至每週兩天或以上時，可作不時之
需。

因此，回顧期內，毛利率由約21.4%下跌至約17.4%，跌幅為約4%。來自歐美之需求依然強勁，這點與經濟增長一致，惟價格有所下挫。

有賴本集團於以往年度所作之一切努力，本集團於品牌電子計算機製造業內仍穩佔主導地位。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業務產生之經營溢利上
升約1,728,000港元至12,654,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0,926,000港元）。

展望未來，董事相信，營業額於本年度下半年預計可繼續增長，而盈利能力亦將大大提昇。

導電硅橡膠按鍵

導電硅橡膠按鍵亦因電子業復甦，以及本集團策略性著重於高增值塑膠加硅橡膠（「P+R」）電話按鍵產品而有所裨益。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三年五月成立一家附屬公司安盛控股有限公司（「安盛控股」，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安盛集團」）。本集團擁有安盛控股51%
股權。

成立安盛控股後，本集團已提昇其開發更精美電話按鍵之技術能力，並令其導電硅橡膠按鍵產品之種類更為多元化。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導電硅橡膠按鍵之營業額大幅上升52.6%至約75,513,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49,481,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21.1%。

回顧期內，本集團就導電硅橡膠按鍵業務致力推行之策略，分別為鞏固其主要客戶基礎及嚴格控制成本。本集團在此方面所作之努力，致使毛
利率改善約3.6%至約15.2%，而相應回顧期間毛利率約為11.6%。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積極開拓新商機，以擴大其客戶基礎及為日本及國內廣大知名客戶提供服務。此項努力已見成
效，當中經營溢利貢獻增加約3,778.8%至約2,01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2,000港元）。

本集團之導電硅橡膠按鍵主要用於電子計算機、數據庫、電子記事薄、流動電話及遙控裝置。

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本集團已簽署一份協議，內容有關以總代價人民幣11,180,000元（相等於約10,547,170港元）收購一項國內物業（「該
物業」）。該物業之土地使用權總面積約4,768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9,034平方米。董事相信該項收購可確保擁有生產地點，藉此提供平台以便從
其客戶獲取訂單，故本集團購入該物業可用以應付導電硅橡膠按鍵業務之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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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行業正在復甦，故董事會相信，該項物業收購可為本集團取得一大機遇，藉此充份發展導電硅橡膠按鍵製造業務，並將為本集團來年之
收益作出積極貢獻。

印製電路板

回顧期內，印製電路板業務亦取得驕人成績。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印製電路板業務營業額持續增長約7.3%至約67,109,000港
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2,545,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18.7%。營業額增長乃受益於多層電路板製造業務之需求持續
增長。

預期原材料供應將仍為週期性，而近三至六  個月內，價格趨向進一步攀升。回顧期內，管理層致力推行業務策略，鞏固主要客戶基礎，以及
嚴格控制原材料及元件成本。本集團於此方面所作之努力，致使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維持在約13.8%水平。

為處理增加之訂單，本集團將部份繁複之工序外判予分包商，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包費用約10,91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345,000港元）。

回顧期內，印製電路板錄得除稅前經營溢利約4,07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227,000港元）。

隨著印製電路板業務顯著增長，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以總代價約4,500,000港元向當時之少數股東購入餘下15%之捷時達有限公司之股權。

由於環球市場對於印製電路板之需求日增，而兩幢現有工廠大廈之生產面積有限，故本集團現正對現有工廠環境作出可行性研究，以建造一座
新工廠大廈，應付未來數年訂單之增加。

董事會對未來印製電路板之表現及前景感到樂觀。

其他業務

其他業務營業額主要來自電子玩具產品（如嬰兒玩具及電子教學產品）。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子玩具業務錄得營業額約13,917,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1,503,000港元）。

回顧期內，電子玩具業務錄得經營虧損約3,7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虧損約806,000港元）。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長盈集團

長盈集團之業績表現依然強勁，收益顯著增加，利潤增長及股東應佔純利之改善均令人鼓舞。

長盈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再創佳績。電訊業務及產品（如Parafone、1.8千兆赫茲、2.4千兆赫茲及5.8千兆赫茲無線電話及無線會議電話）於截
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約281,13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73,554,000港元），增幅達約62%。

回顧期內，為開發數碼無線電話（「數碼無線電話」）及電訊產品，長盈集團產生開發成本達約14,067,000港元。

本集團獲得之回報為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之經營溢利為本集團除稅前經營溢利之貢獻約達6,693,000港元（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1,134,000港元）。

整體概況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上升約34.7%至約358,166,000港元（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65,945,000
港元）。由於營商環境充滿競爭，本集團之整體邊際利潤略跌約1.1%至約17.3%（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8.4%）。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經營溢利增長約110.8%至19,19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9,103,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溢利淨額亦增長約202.3%至約16,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590,000
港元）。此外，每股基本盈利由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1.01港仙增至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3.07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股東資金上升至約344,159,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約為330,045,000港元。於二零零
四年六月三十日，短期及長期附息債項與股東資金比率約37.2%（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9.3%)。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及往來銀行所提供之銀行融資為其業務提供資金。

審慎理財及選擇性之投資，令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定期存款及現金結餘合共約達67,357,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6,346,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時獲得多家銀行提供之融資總額度約為333,10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31,721,000港
元）。於香港之貿易及透支之銀行融資額度約259,8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70,4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約22,88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6,022,000港元）已被動用。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本集團取得為數45,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之三年期貸款（以港元為單位）。該筆有期貸款額中，
約33,000,000港元用於償還部分中國有期貸款額，餘額約12,0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因此，於中國之定期貸款銀行融資均以人民幣列值，額度減至約28,30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1,321,000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債項總額（包括銀行借貸及融資租賃責任項目下之債務）約為128,08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29,838,000港元），約佔股東資金總額約37.2%（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9.3%）。

經仔細考慮現金結餘及現時可動用之銀行融資後，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具備充裕財政資源，足以應付其日後拓展計劃及營運資金之需求。

未來計劃及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把重心放在其核心製造業務。本集團將以其經擴充之縱向生產線為後盾，繼續致力於提昇電子消費品之產量及經營效益。

鑑於本集團電子消費品之產量極大，加上對開發增值消費品及進軍潛在高增長市場之不懈努力，本集團現已準備就緒，以把握全球龐大潛在市
場，並鞏固在電子消費品製造業中之領導地位。

雖然近期之經濟指標顯示，全球經濟整體呈健康發展，卻仍存在風險：油價高企及加息風險將對全球經濟增長帶來不利影響。

為保持發展動力，本集團將繼續審慎管理業務增長，惟仍會作出合理及順應市場之投資，以求在實際生產力方面穩保優勢及領導地位。

董事相信，憑藉其強大之管理層、多元化產品、與既有客戶之緊密關係及有效之策略籌劃，本集團定可繼續朝正確方向發展，並於日後取得成
功。由於本集團之增長平台已改良及強化，董事深信，如無意外，本集團下個財政年度業績表現將更進一步。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9,038名全職僱員，其中103名駐於香港及8,935名駐於國內。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主要基於通行市場薪金
水平及有關公司及個人各自之表現。附帶福利主要包括公積金、醫療保險及所提供之培訓。此外，亦可能根據本集團已批准之購股權計劃之條
款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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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所有非執行董
事獲委任時並無訂明任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在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上輪席告退及重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有關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該委員會之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孫耀全先生、曹廣榮先生及葛根祥先生。

購買、贖回或出售證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刊載其他財務資料

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至46(6)段（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有效，惟根據過渡性安排仍適用於二零零
四年七月一日前開始之會計期間）規定所有資料之其他財務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頁內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唐錫麟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四位執行董事（即唐錫麟先生、李嘉輝先生、高麗瓊女士及鍾惠愉女士）、兩位非執行董事（即李國樑先生及楊耀宗先
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孫耀全先生、曹廣榮先生及葛根祥先生）組成。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四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星島日報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