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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4）

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年度中期業績

業績

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以及二零零七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詳列如下：

精簡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990,948 725,282

銷售成本  (846,703) (609,382)
   

毛利  144,245 115,900

其他收益  1,469 550

投資（虧損）收入淨額  (8,171) 3,552

分銷成本  (18,069) (16,015)

行政成本  (54,881) (56,269)

財務費用  (494) (409)
   

除稅前溢利 4  64,099 47,309

所得稅開支 5  (9,250) (5,671)
   

本期溢利  54,849 41,638
   

已付股息 6

二零零八年已付末期股息每股 6港仙
　（二零零七年派發二零零七年未期股息每股 7港仙）  20,126 23,480
   

每股盈利 7

　基本  16.35港仙 12.41港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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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8  9,500 9,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87,548 179,702

　預付租賃款項  42,574 42,392

　可供出售投資  49,622 55,731

　其他財務資產  4,337 5,463

　預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14 435
   

  293,795 293,223
   

流動資產
　存貨  144,824 132,902

　可供出售投資  3,424 3,898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9  480,351 290,023

　其他應收賬款  17,023 20,910

　已付模具訂金  10,196 6,496

　預付租賃款項  801 746

　應退稅項  2,510 4,479

　其他財務資產  3,789 562

　存於金融機構的定期存款及存款  30,810 91,791

　銀行結存及現金  84,753 71,430
   

  778,481 62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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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0  254,065 162,11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未付  162,911 148,245

　已收模具訂金  18,532 14,375

　應付稅項  9,329 3,687

　其他財務負債  - 963

　銀行有抵押貸款－一年內到期  25,281 13,439
   

  470,118 342,819
   

流動資產淨值  308,363 280,418
   

  602,158 573,64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33,543 33,543

　儲備  543,791 507,284
   

  577,334 540,82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11,653 13,059

　銀行有抵押貸款－一年後到期  13,171 19,755
   

  24,824 32,814
   

  602,158 57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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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制基準

本精簡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要求及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制。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精簡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為基礎編制，惟投資物業及若干財務工具以公平值計量。本精簡綜合財務
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制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告所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對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的財政年度初開始生效之
下列修訂和新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香港財務 財務資產重新歸類
　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服務經營權安排
　－詮釋第 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對於設定福利資產、最低資金要求
　－詮釋第 14號 　之限制及其相互作用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於本會計期間或以前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
進行過往期間調整。

本集團並未提前應用以下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修訂和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及第 1號（修訂）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及 於一間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 　之投資的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部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3

　－詮釋第 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興建房地產之協議 1

　－詮釋第 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之對沖 4

　－詮釋第 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所有者分配非現金資產 2

　－詮釋第 1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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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之修訂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其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當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報
期開始當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有關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之
母公司於附屬公司之擁有權變動之會計處理，該變動將入賬列作股權交易。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地區分部

本集團業務按地區劃分成 3個主要地區分部，從產品之船運目的地為基準釐定。有關分部乃按本集團報告的主要
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歐洲 美洲 亞洲 其他地區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營業額 566,368 178,954 218,254 27,372 990,948
     

分部業績 50,583 18,824 18,731 3,551 91,689
     

投資虧損淨額     (8,171)

財務費用     (494)

未分配公司開支     (18,925)
     

除稅前溢利     64,099

所得稅開支     (9,250)
     

本期間溢利     5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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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歐洲 美洲 亞洲 其他地區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營業額 401,210 132,132 168,990 22,950 725,282
     

分部業績 36,689 11,756 14,908 2,025 65,378
     

投資收入淨額     3,552

財務費用     (409)

未分配公司開支     (21,212)
     

除稅前溢利     47,309

所得稅開支     (5,671)
     

本期間溢利     41,638
     

4. 除稅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存入）下列各項：

利息收入 (1,652) (3,426)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淨收益 (5) (78)

外匯遠期合約之淨虧損（收益） 9,390 (4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之淨虧損 438 –
  

投資虧損（收入）淨額 8,171 (3,552)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401 34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7,160 20,663
  

總折舊及攤銷 17,561 21,006
  

匯兌虧損淨額 1,817 2,31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盈利）虧損 (273) 1,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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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本年度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

　　（2007年：17.5%）計算（附註）  7,915 3,805

　－所得稅乃根據有關中國司法權區之現有稅率計算 2,740 1,345
  

 10,655 5,150

遞延稅項 (1,405) 521
  

 9,250 5,671
  

附註：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零八年收入條例草案，當中包括由二零零八至二零零
九課稅年度開始，調減公司利得稅稅率 1%至 16.5%。該調減已於計算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本期及遞延稅項時反映。

6. 股息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日，已付股東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6港仙（二零零七年派發
二零零七年年度每股 7港仙）。

於九月三十日後，董事會決定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六日或以前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2港仙，（二零零七年：每股 4港
仙）予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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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下列數字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 54,849 41,638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數 股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 335,432,520 335,432,520
  

8. 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

於本期間，本集團以 2,761,000港元的代價出售賬面淨值 2,488,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致使出售時增
加 273,000港元盈利。

此外，本集團分別耗資643,000港元於模具及工具，3,166,000港元於廠房及機器，藉以提高生產能力。本集團還
耗資 2,792,000港元於汽車，4,230,000港元於傢俱、裝置及設備和 20,108,000港元於在建工程。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已考慮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之賬面值，於結算日，以公平值釐定之價值並無重大
差異。因此，本期間並無公平值變動之確認。



9

9.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平均授予其貿易客戶直至 90日的信貸賬期。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日 480,348 287,700

91 － 120日 3 2,323
  

 480,351 290,023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日 253,783 162,110

91 － 120日 282 –
  

 254,065 162,110
  

11. 股本

 股份數量 股份面值
  千港元

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600,000,000 6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335,432,520 3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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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銷售營業額增長 36%至 990,948,000港元（二零零七
年：725,282,000港元），綜合純利增加 32%至 54,84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41,638,000港元）。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為 16.35港仙（二零零七年：12.41港
仙）。雖然所回顧六個月之業績令人滿意，鑒於經濟前景尚不明朗、全球金融危機及信貸收縮，本
集團保持其現金儲備及維持較高之流動資金水平極為重要。因此，董事會已議決將於二零零九年
二月六日向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2港仙（二零零七年：4港
仙）。

於回顧期間，銷售營業額持續強勁。所有主要市場之銷售營業額均有所增長。歐洲銷售營業額增
長 41%至 566,368,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57%。美洲營業額增長 35%至 178,954,000港元，佔
本集團營業額 18%。亞洲營業額增長 29%至 218,254,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22%。其他市場營
業額增長 19%至 27,372,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3%。

毛利增加 24%至 144,245,000港元（二零零七年：115,900,000港元）。毛利率減少 1.5個百分點至
14.6%。期內，本集團經營繼續面臨諸多不利因素，例如人民幣升值、美元疲軟、能源及材料價
格上漲、中國勞工成本及經營成本攀升以及中國電力供應不穩定。為阻遏所有該等不利因素之影
響，本集團與客戶檢討售價，並已有選擇地提高若干邊際利潤較低產品之售價。為減輕不利因素
對毛利率之負面影響，本集團亦加強嚴格成本控制及提高生產效率。

分銷成本佔銷售營業額百分比由 2.2%改善為 1.8%。分銷成本增加 13%至 18,069,000港元（二零零
七年：16,015,000港元）。由於嚴格控制成本及經濟效益，行政開支佔銷售營業額百分比由7.8%改
善為 5.5%。行政開支略降至 54,881,000港元（二零零七年：56,269,000港元）。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產生投資淨虧損 8,171,000港元。如先前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報內披露，虧損乃由於結構性外匯遠期合約虧損 9,390,000港元引致。

期內純利增至54,84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41,638,000港元）。銷售營業額之純利率維持6%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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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雖然本財政年度首六個月之業績有少許改善，但未來前景仍不明朗且難以估計。美國的次按問題
加劇惡化，引發全球金融災難和信貸收縮。經濟前景現不明朗，並預期將持續動盪。預期消費市
場將會減弱，這無疑將會影響本集團業務。本集團堅信，業內正在經歷汰弱留強之過程，訂單將
集中流向財政穩健、具備規模經濟和靈活性之製造商。

近期商品價格和原材料成本向下調整及人民幣升值速度放緩，讓本集團有更多喘息空間。此外，
中國最近亦已宣佈一系列措施及寬減以扶持企業。

為在當前動盪艱難之業務環境下仍能應付裕如，本集團將繼續保持審慎態度，並密切關注市場發
展。現時，本集團正實施下列方案：

－ 維持現金儲備和保持較高之流動資金水平以增強財政實力

－ 與客戶檢討售價以反映近期材料價格之調整

－ 檢討本集團供應鏈並與本集團供應商密切合作以避免不必要之材料供應中斷

－ 持續集中於嚴格之成本及品質控制、提高生產能力和效率以及產品設計及開發

在廣東省惠州市建設之兩座新廠房預期將於二零零九年中落成。然而，鑒於目前全球經濟和市況
不明朗，新廠房使用計劃將延後，直至業務展望較清晰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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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為 1,072,27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916,460,000港元），由流動負債470,11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342,819,000港元）、
長期負債及遞延稅項 24,82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32,814,000港元）以及股東權益
577,33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540,827,000港元）提供資金。

本集團繼續保持雄厚資產及穩健之流動資金狀況。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
銀行存款 115,563,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163,221,000港元），除為支付特定付款而
須持有之臨時非美元資金外，大部分存入美元短期存款戶口。於同日，借貸總額為 38,452,000港
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33,194,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借貸總額與股東權益之比率）為
7%（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6%），仍保持在較低水平。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存貨結餘為 144,82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132,902,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應收貿易賬款結餘為 480,351,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290,023,000港元）。本集團將繼續應用審慎之信貸政策，並密切監控給予客戶
之信貸條件。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應付貿易賬款結餘為 254,06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162,110,000港元）。

日常營運所需之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之資金來源為內部資源及銀行融資。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約 30,93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49,969,000港元）於新廠房建設、
廠房及機器、模具及工具、設備以及其他有形資產，以擴充及提升現有生產設施。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信貸融資（作為貸款及貿易融資）之未動用
餘額約為一億八百萬港元。因此，本集團財務狀況穩健且有銀行融資備用，定能提供充足之財務
資源，應付現有承擔、營運資金需要，並於有需要時，供本集團進一步擴展業務及掌握未來投資
商機。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以港元、美元、人民幣、歐元及英鎊計算。於回顧期間，
為降低匯率波動產生之風險，本集團已使用結構性外匯遠期合約對沖年內之主要外幣風險。按截
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所披露，結構性外匯遠期合約產生虧損 9,390,000港
元。現時，本集團概無任何未履行之結構性外匯遠期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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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現聘用約 4,800名僱員。大部分僱員於國內工作。本集團按照僱員之表現、經驗及當前市場
水平釐定僱員薪酬，績效花紅則由本集團酌情授出。本集團亦會於達致若干指定目標而視乎個人
表現向僱員授予購股權。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五日至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止期間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日下午四時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
記分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方符合資
格享有上述中期股息。

購買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守則」）內之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

根據本條守則條文，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須予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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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無指定任期。然而，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條文，所有獨立非執
行董事均須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接受重新選舉，而彼等之任期將於彼等到期重
選時予以審議。據此，董事會認為其已採取充分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守則
內所載者。

守則條文第A.4.2條

根據本條守則條文，每名董事（包括獲指定任期者）均應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三分之一董事須於每年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以及本公司之主席
及╱或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告退，因此偏離守則條文第A.4.2條之規定。偏離之原因為本公司董事
不認為有關董事服務之條款限制屬合適，而輪值告退已授予本公司股東批准董事連任之權利。

守則條文第B.1.1條

根據本條守則條文，本公司應成立薪酬委員會，並清晰訂明其職權範圍。經仔細考慮本集團之規
模及所牽涉之成本後，董事局認為根據第B.1.1條守則條文之規定成立薪酬委員會並無足夠理據支
持。

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本條守則條文，董事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主席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除非有未能預料或特殊情況阻止主席出席本公司日後之股東週年大會，否則主席們將盡力出席該
等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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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在作
出明確查詢後，已確認全體董事均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批准之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閱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及會計師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
表。審核委員會現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財務資料之刊載

本業績公告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http://www.hkex.com.hk）（「聯交所網站」）及本
公司網站（http://www.allan.com.hk）。本公司中期報告，包括按上市規則規定須披露的所有資料，
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登載以供覽閱及寄予股東。

致謝

本人擬藉此機會謹代表董事會向本集團之僱員、股東及業務聯繫人士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及支持
致以深切之謝意。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張樹穩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張倫先生（主席）；張樹穩先生（董事總經理）；張麗珍女士、
張麗斯女士及張培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孝春博士、黎雅明先生及廬寵茂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