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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概要

本集團營業額增加 18%至約 286,000,000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增加 8%至約 4,700,000港元

銀行結餘及現金增加約 5,000,000港元至約 86,000,000港元

總資產增加 2.3%至約 316,000,000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為 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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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會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
績。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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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285,967 241,641
銷售成本 (233,080) (204,682)

毛利 52,887 36,959
其他收入 2,474 3,545
分銷費用 (5,485) (5,705)
行政開支 (41,889) (27,171)

經營溢利 4 7,987 7,628
財務費用 (1,771) (1,873)

除稅前溢利 6,216 5,755
稅項 5 (1,181) (970)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5,035 4,785
少數股東權益 (300) (403)

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4,735 4,382

每股盈利 6
基本 0.85仙 0.81仙



3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標準會計準則第二十五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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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而編製。

在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採納之會計政策，除以下所述者外，均與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完全一致。

在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經修訂或新訂標準會
計準則：

標準會計準則第一條（經修訂） 財務報表呈列
標準會計準則第十一條（經修訂） 外幣換算
標準會計準則第十五條（經修訂） 現金流量表
標準會計準則第三十四條 僱員福利

採納該等標準會計準則導致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之呈列方式有所改變，唯對
本期或前期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因此無須作出前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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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按業務劃分之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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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電路板。本集團乃按照上述營運部門報告其主要分部資料。

該等業務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外部銷售 部間銷售 分部銷售 分部業績 外部銷售 部間銷售 分部銷售 分部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運業績
分部資料：
電子計算機
及電子記事簿 174,284 3,780 178,064 7,315 177,415 3,236 180,651 4,843

導電硅橡膠按鍵 46,881 4,796 51,677 6,130 19,848 3,629 23,477 4,368
印制電路板 39,076 7,335 46,411 2,458 44,069 7,373 51,442 2,771
其他業務 25,726 － 25,726 (9,707) 309 － 309 (1,392)

小計 285,967 15,911 301,878 6,196 241,641 14,238 255,879 10,590
撇減 － (15,911) (15,911) － － (14,238) (14,238) －

綜合 285,967 － 285,967 6,196 241,641 － 241,641 10,590

其他收入 2,474 3,545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683) (6,507)

經營溢利 7,987 7,628
財務費用 (1,771) (1,873)

除稅前溢利 6,216 5,755
稅項 (1,181) (970)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5,035 4,785
少數股東權益 (300) (403)

本期溢利 4,735 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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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

本集團之客戶主要分佈於日本、香港、美洲及歐洲。

本集團銷售按市場地域之分析如下：

營業額 對經營溢利之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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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日本（附註 a） 67,970 66,723 1,473 3,016
香港（附註 b） 53,577 51,188 1,161 2,270
歐洲 56,624 29,528 1,227 1,294
美洲 43,856 30,211 950 1,359
中國（香港除外） 26,202 25,646 568 1,045
其他亞洲國家 29,278 31,284 635 1,331
其他 8,460 7,061 182 275

285,967 241,641 6,196 10,590

其他收入 2,474 3,545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683) (6,507)

經營溢利 7,987 7,628

附註：

(a) 董事會相信日本市場所佔本集團之銷售額大部分最終轉售往歐美市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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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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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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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21 13,977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1,272 －
呆壞賬撥備 1,164 1,085
有關租用單位之經營租賃租金 252 141
僱員成本 47,084 35,962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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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102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079 970

1,181 970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於香港經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6%稅率計算（二零零一
年： 16%）。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現行稅率計算。

因所有時差之影響極為輕微，故並無就遞延稅項作出撥備。

6.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按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約 4,73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4,382,000港元）及本期間
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57,144,000股（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39,937,945股）計算。

因無嚴重之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每股全面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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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在經濟不穩的情況下，本集團之董事會（「董事會」）為審慎起見及為保障
本集團之利益，決定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股息（二零零一年：無）。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經歷尤為嚴峻之挑戰。然而，管理層卻能迎接難測之
轉變及盡量消除不利影響，清晰地展示其專業才能。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 286,000,000港
元，較二零零一年同期約 242,000,000港元增加約 18%。

股東應佔純利亦上升 8%至約 4,7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 4,400,000港元）。

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繼續專注向日本、歐洲及美國之著名品牌客戶銷售
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並按新確立之以客戶為本模式，配合一向成績
卓越之產品開發及具成本效益之製造方法，致力拓展業務。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之營
業額微跌 2%至約 174,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77,000,000港元）。首季內，市場情況極其惡劣。由於貿易商及供應商割價
傾銷存貨，導致價格競爭甚為激烈。

回顧期內，管理層專注嚴格控制成本，其中以原材料及組件之收效尤為顯
著，以抵銷因營業額微降之影響。

在重點提高盈利能力之策略下，邊際利潤由約 12%上升至 19%，增幅約
58%。歐美經濟仍有所增長，需求依然強勁，但相對價格卻受壓。基於已
處於復蘇階段，預期下半年之營業額將持續向好，而盈利能力亦將不斷提
高。

本集團將於來年繼續採取客戶多元化、高增值生產、有效控制成本及質量
管理之業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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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電硅橡膠按鍵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導電硅橡膠按鍵之營業額大幅增加
135%至 約 47,000,000港 元（截 至 二 零 零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 約
20,000,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約 16%。營業額得以增長，原因為本集團
於二零零一年十月收購東莞德鉅電子有限公司之策略成功所致。

本集團藉此策略性聯盟尋求新商機，銳意拓展客戶基礎及廣泛地向日本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著名客戶提供服務，由此取得經營溢利貢獻約
6,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4,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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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記事簿、流
動電話及遙控裝置。展望未來，董事會相信東莞德鉅電子有限公司之收購
將會繼續為本集團提供拓展導電硅橡膠按鍵製造業務機會，並將為本集團
來年收益增長作出貢獻。

印制電路板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印制電路板之營業額下跌至約
39,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44,000,000港元），
約佔本集團營業額 14%。

回顧期內，本集團以鞏固主要客戶基礎及嚴格控制物料生產成本，將邊際
利潤由過去回顧同期之約 13%提升至約 15%。

鑑 於 印 制 電 路 板 業 務 持 續 增 長 ， 本 集 團 已 於 下 半 年 度 進 一 步 投 資 約
3,000,000港元購置機器，董事會對印制電路板業務未來之表現及前景感到
樂觀。

其他業務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約 10,000,000港元以作製
造數碼無線電話及電訊產品之開發費用（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零港元）。

上述新業務及產品（如 Parafone及 1.8千兆赫茲數碼無線電話）於截至二零零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 21,000,000港元。由於該等產品系列
仍處於初期開發階段，故其於二零零二年上半年之貢獻依然輕微。截至二
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線電話業務錄得除稅前經營虧損約
10,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虧損約 1,4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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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新產品及業務投資明顯影響本集團於年內之盈利，然而，董事會相
信，投資於此等新增長範疇乃合理之投資部署。隨著此等新業務帶來盈
利，未來幾年將為股東帶來一定回報。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整體邊際利潤上升約 20%
至約 18%（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5%）。

故此，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未經審核綜合股東應佔純
利約 4,700,000港元，較二零零一年同期上升約 8%。

股東資金由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09,000,000港元上升至二零零二
年六月三十日約 316,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業務所需資金一般來自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往來銀行所提供之銀
行融資。

審慎理財及選擇性之投資，令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手頭現金約達 86,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 81,000,000港元）。

本集團現時之銀行融資總額約為 167,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 160,000,000港元）。於香港之一般貿易及透支之融資額度約為
104,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2,000,000港元），而於
中國國內銀行之定期貸款銀行融資總額度則約為 58,000,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3,000,000港元）。所有於中國國內銀行之定期貸
款銀行融資均以人民幣列值。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債項總額（包括銀行借貸及融資租賃與租購合
約責任項目下之總債務）約為 69,0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 69,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債項總額佔股東資金總額約 22%（於截至二零
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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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充足及穩健之財政資源，應付其日後拓展計劃及營運資金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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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日後事項

董事會亦欣然宣佈，本集團已與 Arkon Technologies Inc.（「Arkon」）於二零零
二年八月十四日成立了一家聯營公司 Ascalade Commun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長盈通訊設備控股有限公司）（「長盈通訊設備控股」）。

Arkon是一間位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列治文之科技公司， Arkon並於亞洲
及歐洲均設有銷售辦事處，專門研究及開發高科技電訊產品。 Arkon亦為
一間大型產品開發公司，就無線電訊及網絡產品之軟硬件設計進行開發、
授出特許權及分銷，並擁有全球客戶，包括製造商及電訊服務供應商。本
集團與 Arkon之主要股東各擁有長盈通訊設備控股之 49%股本權益。藉著與
Arkon建立策略性聯盟，本集團得以提升其技術，發展更複雜之電子、無
線電訊及網絡產品。更重要者為董事會相信，透過成立長盈通訊設備控
股，本集團將可達致長遠策略，不斷提高本集團產品之競爭力。

長盈通訊設備控股將於香港、歐洲及北美市場從事無線電話及其他電訊產
品之設計、製造及分銷等業務。董事會預期，長盈通訊設備控股之無線電
話初期產量將可達 3,000,000至 4,000,000部。

本集團亦同意向長盈通訊設備控股提供為數 39,000,000港元之貸款作為營運
資金，以保持其增長動力。長盈通訊設備控股預期於下半年用以支付
300,000美 元 之 月 費 作 開 發 成 本 及 用 作 購 置 機 器 及 設 備 之 貸 款 為 數 約
8,000,000港元。

董事會認為長盈通訊設備控股將有強勁之營業額增長，並為本集團之未來
發展作出貢獻。

未來計劃及展望

董事會對下半年持審慎樂觀態度，並將會繼續發展現有業務及尋求新增長
點，同時實行嚴格之成本控制及風險管理，以應付全球經濟日益增加之不
穩定因素。

由於電子計算機及電子記事簿等傳統產品之邊際利潤似持續收縮，本集團
已採納審慎之以客為本拓展策略。與整體產量比較，本集團於東莞之生產
設施僅運用約達 80%。隨著客戶接受本集團之產品及貨運安排，營運效率
已持續提高，產量亦不斷有所增長。本集團於數碼無線電話及其他電訊產
品製造業務上仍保持良好發展機會。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其核心業務，並憑藉其研究與開發之優勢及其國際出
口銷售及市場推廣之網絡，鞏固其市場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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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具備良好增長勢頭迎接未來。然而，董事會預料，由於全球經濟
存在著政治及金融不穩定因素，未來營商環境將遠較現時惡劣。因此，董
事會將繼續為健全之資產負債表及更低之債務比率而努力。

董事會亦相信，憑藉集團強大之管理隊伍、產品多元化、與客戶已建立之
密切關係，以及有效之策略部署，集團有信心維持其有利發展方向。倘無
不可預見之情況發生，基於本集團之增長台階已進一步改善及鞏固，董事
會深信下個財政年度表現將會更佳。

公司監管

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指出本公司現時及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之六個月並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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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獲委任時均無訂明任期，
彼等須輪值退任及根據本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已聯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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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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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購買、贖回或出售證券

截至二零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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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其他財務資料刊載

一份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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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規定之其他財務資料將於稍後時間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
內。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唐錫麟

香港，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