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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力勁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L.K.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58）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力勁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提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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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455,201 1,927,951

銷售成本 5 (1,082,490) (1,419,847)  

毛利 372,711 508,104

其他收入 3 30,207 29,622

其他虧損淨額 4 (9,849) (9,160)

銷售及分銷費用 5 (143,492) (171,650)

一般及行政費用 5 (171,152) (187,749)  

經營溢利 78,425 169,167  

融資收入 2,422 2,680

融資成本 (41,612) (39,250)  

融資成本淨額 6 (39,190) (36,570)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1,926) 628  

除所得稅前溢利 37,309 133,225

所得稅開支 7 (21,416) (29,860)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15,893 103,365
  

港仙 港仙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仙呈列）
－ 基本 8(a) 1.3 8.7

  

－ 攤薄 8(b) 1.3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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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15,893 103,365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匯兌差額 (147,232) (218,138)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保單投資價值變動 232 233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額（除稅後） (131,107) (11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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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1,527 11,462

物業、廠房及設備 905,736 1,011,716

使用權資產 355,422 –

投資物業 312,179 328,614

土地使用權 – 340,97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6,991 32,848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31,115 12,729

遞延所得稅資產 82,466 83,220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0 22,469 19,901

保單投資 12,379 12,147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5,556 5,882

受限制銀行結餘 581 2,364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66,421 1,861,862  

流動資產

存貨 1,115,414 1,197,255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0 1,133,740 1,288,642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156,183 193,841

受限制銀行結餘 83,738 44,48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568,054 634,699  

流動資產總值 3,057,129 3,358,922  

資產總值 4,823,550 5,220,784
  

權益

股本 119,127 119,127

儲備 814,757 961,757

保留盈利 1,057,361 1,067,676  

權益總額 1,991,245 2,14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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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807 20,445

借款 296,152 438,174

租賃負債 28,973 –

其他應付款項 7,147 7,818  

非流動負債總額 352,079 466,43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 

款項、按金及應計費用 11 1,019,565 1,265,298

借款 1,434,665 1,313,321

租賃負債 8,372 –

即期所得稅負債 17,624 27,168  

流動負債總額 2,480,226 2,605,787  

負債總額 2,832,305 3,072,224  

權益及負債總額 4,823,550 5,22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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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此外，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
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董事合理預期本集團擁有足夠資源於可預見將來繼續營運。因此，本集團繼續採用持續
經營基準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上個財政年度及相應中期報告期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下文所載之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除外。

中期所得稅開支乃採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累計。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譯

若干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適用於本報告期，本集團須就採納以下準則更改其
會計政策：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具有負補償的預付款特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
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影響於下文附註1b披露。其他準則不會對本
集團之會計政策造成任何影響，且毋須作出追溯調整。

b. 有關採納對財務報表的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在取消經營租賃及融資租賃之區分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使絕大部分租賃
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根據新準則，資產（使用租賃項目之權利）及支付租金
之金融負債均獲確認，惟短期及低價值租賃除外。

本集團已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惟在該準則簡化
過渡法之允許下，並無重列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比較數字。因此，新準則產生之重新分類及調整於二零一九年四
月一日之期初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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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原則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確認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餘下租賃付款之現值計
量，並採用承租人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增量借款利率進行貼現。二零一九年四
月一日租賃負債所應用之加權平均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為3.60%。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經審核） 48,524
 

採用承租人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增量借款利率進行貼現 42,255

減：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之短期租賃 (408)

減：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之低價值租賃 (615)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確認之租賃負債 41,232
 

分析為：
流動租賃負債 4,300

非流動租賃負債 36,932 

41,232
 

使用權資產按相等於租賃負債之金額計量，並就與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簡明綜合
財務狀況表確認之租賃相關之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金額進行調整。

會計政策變動影響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以下項目：

• 土地使用權－減少340,979,000港元

• 使用權資產－增加382,218,000港元

• 預付款項－減少7,000港元

• 租賃負債－增加41,232,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保留盈利並無受到影響。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該準則所允許之可行
權宜方法：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之租賃組合採用單一貼現率

• 依賴先前關於租賃是否虧損之評估

•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餘下租期少於12個月之經營租賃作為短期租賃處理

• 倘合約包含續租或終止租賃之選擇權，則以事後分析結果確定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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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已選擇不重新評估合約在首次應用日期是否為或包含租賃。相反，對於在
過渡日期前訂立之合約，本集團依據其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作出之評估。

本集團之租賃活動及其列賬方法

本集團主要租賃多處物業及土地。租賃合約通常為 1至50年之固定期限。租賃條款
乃單獨磋商達致，當中包含各種不同的條款及條件。租賃協議並無施加任何條款，
惟租賃資產不得用作借款之擔保品。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前，物業之租賃歸類為經營租約。根據經營租約支付之款
項在扣除自出租者收取之任何優惠後，於租賃期內以直線法在損益內扣除。

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租賃在租賃資產可供本集團使用之日確認為使用權資
產及相應負債。每筆租賃付款乃分配至負債及融資成本。融資成本於租期內自損益
扣除，以計算出各期間負債餘額之固定週期利率。使用權資產乃按資產可使用年期
或租期（以較短者為準）以直線法折舊。

租賃產生之資產及負債初步以現值進行計量。租賃負債包括以下租賃付款之淨現
值：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

• 支付終止租賃之罰款（倘租賃條款反映承租人行使權利終止租約）

租賃付款採用租賃所隱含之利率予以貼現。倘無法釐定該利率，則使用承租人之增
量借款利率，即承租人在類似經濟環境中以類似條款及條件借入獲得類似價值資
產所需資金所必須支付的利率。

使用權資產按成本計量，包括以下各項：

• 租賃負債之初步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所作之任何租賃付款，減去所得之任何租賃優惠

• 任何初始直接成本

與短期租賃相關之付款以直線法於損益中確認為開支。短期租賃指租期為12個月
或少於12個月之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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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主要業務決策者（「主要業務決策者」）審閱以作出策略性決定之內部報告界定
其經營分部。分部業績指各可呈報分部之期內扣除企業開支前之溢利╱（虧損）。此乃向
本集團管理層呈報以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之計量方式。

用於呈報分部業績之計量方式為「經營溢利」，即扣除融資收入、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
前之溢利。為計算出經營溢利╱（虧損），本集團之溢利就並非特定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
作進一步調整。

本集團分為三個主要可呈報分部。

(i) 壓鑄機

(ii) 注塑機

(iii) 電腦數控（「CNC」）加工中心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個別客戶佔本集團總收入10%或以上
（二零一八年：10%或以上）。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壓鑄機 注塑機

CNC

加工中心 分部合計 對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970,670 437,694 46,837 1,455,201 – 1,455,201

分部間銷售 10,331 – – 10,331 (10,331) –      

981,001 437,694 46,837 1,465,532 (10,331) 1,455,201
      

業績

分部業績 77,633 23,601 (7,891) 93,343 – 93,343
     

行政費用 (14,918)

融資收入 2,422

融資成本 (41,612)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1,926) 

除所得稅前溢利 3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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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

壓鑄機 注塑機
CNC

加工中心 分部合計 對銷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361,412 501,598 64,941 1,927,951 – 1,927,951

分部間銷售 29,763 – – 29,763 (29,763) –      

1,391,175 501,598 64,941 1,957,714 (29,763) 1,927,951
      

業績

分部業績 175,998 23,391 (14,217) 185,172 – 185,172
     

行政費用 (16,005)

融資收入 2,680

融資成本 (39,250)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溢利 628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3,225
 

向主要業務決策者呈報來自外部之收入時，按與簡明綜合收益表一致之方式計量。

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部分析之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壓鑄機 注塑機

CNC
加工中心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074,424 1,178,307 536,716 4,789,447
未分配資產 34,103 

資產總值 4,823,550
 

負債

分部負債 2,206,285 489,265 107,671 2,803,221
未分配負債 29,084 

負債總額 2,83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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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壓鑄機 注塑機
CNC

加工中心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309,284 1,309,635 556,275 5,175,194
未分配資產 45,590 

資產總值 5,220,784
 

負債

分部負債 2,347,928 576,134 117,073 3,041,135
未分配負債 31,089 

負債總額 3,072,224
 

為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

• 除公司資產、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及保單投資（二零一八年：相同）外，所有
資產會分配至各可呈報分部；

• 除公司負債外，所有負債會分配至各可呈報分部；及

• 分部共同承擔之負債按分部資產比例分配。

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壓鑄機 970,670 1,361,412
注塑機 437,694 501,598
CNC加工中心 46,837 64,941  

1,455,201 1,927,951  

其他收入
已退回增值稅 5,493 11,543
其他政府補貼 9,720 5,090
租金收入 10,826 8,164
雜項收入 4,168 4,825  

30,207 29,622  

收入及其他收入總額 1,485,408 1,95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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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虧損淨額 (11,534) (18,298)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855 10,9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830 (1,800)  

(9,849) (9,160)
  

5 開支－按性質劃分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795,959 1,163,989

製成品及在製品之存貨變動 43,868 (56,503)

員工成本 254,059 299,179

向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作出之供款 23,750 27,342

使用權資產攤銷 8,705 –

土地使用權攤銷 – 3,638

無形資產攤銷 1,788 1,7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0,391 65,991

研究成本 10,486 13,510

運費 25,765 36,128

核數師酬金 2,111 2,093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附註10） 12,164 5,835

存貨撇減（撥回）╱撥備 (14,757) 8,323

財務擔保合約虧損撥回 (2,297) (2,176)

其他開支 175,142 210,197  

1,397,134 1,779,246
  

明細如下：
銷售成本 1,082,490 1,419,847

銷售及分銷費用 143,492 171,650

一般及行政費用 171,152 187,749  

1,397,134 1,77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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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短期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2,422 2,680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40,181) (38,053)

租賃負債利息 (591) –

不設追索權之已貼現應收票據開支 (840) (1,197)  

(41,612) (39,250)  

(39,190) (36,570)
  

7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中國所得稅 21,449 22,281

－ 海外稅 – 6,326

－ 香港利得稅 – 1,599  

21,449 30,206

遞延所得稅 (33) (346)  

稅項支出 21,416 29,860
  

所得稅開支是根據管理層對於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全年所得稅率之最佳估計
而確認。

根據適用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一八年：25%）之法定稅率
繳納所得稅。

若干深圳、中山、寧波、上海及阜新之附屬公司已獲認證為高新技術企業，並有權於三個
年度享有15%之特許稅率。該等附屬公司有權於稅務優惠期屆滿時再次申請稅務優惠待
遇。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自中國附屬公司所賺溢利
獲分派之股息，將須繳付預扣所得稅。除非按稅務條約減免，否則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之
實施細則規定有關股息之預扣所得稅率為 10%。根據中國及香港之雙重徵稅安排，香港
稅務居民公司可就從中國收取之股息享有 5%之較低預扣稅率。預扣稅撥備計入遞延稅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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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未就若干附屬公司未匯出盈利的應付預扣稅及其他
稅項確認遞延所得稅負債41,48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52,348,000港元）。於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應付預扣稅的未匯出盈利合共為830,48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1,046,944,000港元）。該等款項並無計劃於可見未來分派予除中國內地以外
的集團公司。就我們計劃分派其各自保留盈利的附屬公司而言，我們已就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該等分派應付的預扣稅確認遞延所得稅負債 4,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5,253,000港元）。

於香港成立之附屬公司於本期間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一八年：16.5%）
繳納香港利得稅。

海外溢利稅項已按本集團營運所在司法權區現行稅率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盈利15,893,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03,365,000

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1,191,265,000股（二零一八年：1,191,265,000股）計
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5,893 103,365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1,191,265 1,191,265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3 8.7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均已獲轉換及不包括期內本身持有之股
份，按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公司概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

9 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2.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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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1,084,243 1,118,530

減：減值撥備 (126,133) (118,790)  

958,110 999,740

應收票據 198,099 308,803  

1,156,209 1,308,543

減：於一年後到期並列作非流動資產之結餘 (22,469) (19,901)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 1,133,740 1,288,642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貿易款項之減值撥備金額為126,13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118,790,000港元）。於本中期期間，已作出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12,164,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5,835,000港元）。個別應收款項之減值主要與個別客戶有
關，其可收回性存疑。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款項總額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486,814 564,181

91至180日 152,402 163,829

181至365日 191,838 154,172

一年以上 253,189 236,348  

1,084,243 1,118,530
  

應收票據之到期日一般介乎一至六個月不等。

出售予客戶之貨品以交貨付現或記賬方式付款。客戶一般須於落實採購訂單時支付按
金，餘款將於交付貨品予客戶時支付。大部分客戶獲授介乎一個月至六個月之信貸期。
本集團亦以分期付款方式出售貨品予若干客戶，銷售所得款項一般於六個月至十二個月
內攤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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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款項、按金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429,733 568,958

應付票據 164,052 145,204

其他按金 3,225 5,199

貿易及其他按金及預收款項 147,789 224,587

應計薪金、花紅及員工福利 75,604 92,845

應計銷售佣金 40,489 49,876

應付增值稅 11,790 17,737

其他 146,883 160,892  

1,019,565 1,265,298
  

應付貿易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93,645 414,752

91至180日 90,103 123,262

181至365日 30,539 13,693

一年以上 15,446 17,251  

429,733 568,958
  

應付票據之到期日一般介乎一至六個月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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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本集團錄得收入1,455,201,000

港元，比去年同期下滑約24.5%。回顧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15,893,000

港元，比較去年同期溢利 103,365,000港元大幅下滑。

收入下滑主要原因是由於集團於中國市場的銷售收入下滑，回顧期內，本集團
在中國市場收入為 1,052,70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滑32.8%。

回顧期內，面對異常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中國國民經濟延續總體平穩的發展
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顯示，二零一九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實
現同比增長6.2%，工業生產持續發展，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從
總體上看，國民經濟運行保持平穩，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升級。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二零一九年一月至九月，中國汽車產銷量分別完
成1,815萬輛和1,837萬輛，同比分別下滑11.4%和10.3%。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
分別達到88.8萬輛及87.2萬輛，同比增長分別20.9%及20.8%。在沒有明顯的拉動
市場的政策出台、落地的情況下，汽車銷量總體表現低於行業預期，整體處於
低位運行，汽車行業面臨著較大的考驗。

在海外市場方面，本集團持續投入研發，與經銷商緊密合作，鞏固了市場份額。
回顧期內，本集團海外營業額為402,49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1.4%。

壓鑄機

回顧期內，本集團壓鑄機及周邊設備業務收入為 970,670,000港元，比去年同期
1,361,412,000港元下滑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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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國市場的收入為638,060,000港元，比去年同期下滑39.0%。中美貿易摩擦
懸而未決，外部不確定因素增多，國內經濟面臨新的下行壓力。多數製造廠商
對新設備投資選擇觀望情緒未有改變。海外市場的收入為332,610,000港元，比去
年同期增長5.3%，集團在多個海外市場持續投入，並加大力度拓展新興市場。

注塑機

回顧期內，本集團注塑機業務營業額為437,694,000港元，比去年同期下滑12.7%。
伴隨美國關稅政策影響，注塑機下游行業如家用電器、3C等行業下行壓力較
大，注塑機企業之間競爭異常激烈。

電腦數控（「CNC」）加工中心

回顧期內，本集團CNC加工中心業務收入為 46,837,000港元，比去年同期下滑
27.9%。因中美貿易戰導致設備投資持續減少，整體情況持續呈現無法預測的
局面。

財務回顧

回顧期內，本集團整體業務毛利率為 25.6%，跟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銷售及分銷費用為143,49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6.4%，主要原因是運輸費
用及代理商費用有所減少。

一般及行政費用為 171,15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8.8%，主要原因是員工費
用有所減少。

融資成本淨額為39,19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7.2%，主要原因是國內外貸款
利率上漲，令利息費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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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一九年以來，中國汽車行業持續不景氣，加上中美貿易戰升級等諸多不利
因素影響下，市場預期較為悲觀，製造廠商對新設備投資觀望情緒未有改善。
由於汽車行業不景氣影響深遠，預計會對集團後續業績帶來新的挑戰。

為應對中國需求可能持續疲軟的局面，本集團已進行重大調整，並通過優化精
簡管理和銷售架構來加快決策，提升營運效率，以應對近期快速變化的市場狀
況。

本集團繼續專注研發壓鑄機、注塑機和CNC加工中心的技術，努力追求突破，
以滿足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特別是新能源汽車及5G通訊產品，並與客戶建立
長遠的業務關係。同時致力將本集團的產品推向全球市場，為本集團的持續發
展建立新台階。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一般以其經營業務所得內部現金流及現有銀行融資撥付。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達568,054,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634,699,000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淨額對權益總額比率計算）約為 58%（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52%）。

附註： 負債淨額按借款總額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物計算。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資本結構全部由 1,191,265,00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之普通股組成。未償還借款總額為1,730,81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1,751,495,000港元），其中約83%為短期貸款。借款總額中約12%須按
固定利率還息。

財務擔保

本集團就授予本集團若干客戶以採購其產品之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擔保。於二
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銀行授予客戶而獲本集團擔保之未償還貸款達47,087,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08,960,000港元）。本集團亦已就其客戶之財務
融資向融資租賃公司擔保約2,25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3,851,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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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本集團銀行融資及財務擔保合約以本集團資產作抵押，包括受限制銀行結餘、
土地使用權、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保單投資以及應收票據，賬面值合
共為631,87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671,646,000港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承擔金
額為168,36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6,129,000港元）。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約3,700名全職員工。回顧期內員工成本
為277,809,000港元（二零一八年：326,521,000港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乃按市場
趨勢、未來計劃及個人表現釐定。此外，本集團亦提供強制性公積金、國家社
會福利計劃、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等其他員工福利。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
年：2.5港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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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耀強先生、呂明華博士及劉紹濟博士組
成。曾耀強先生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
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機制，並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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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已確認彼於回顧期內
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準則。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本集團外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亦已根據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
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
財務資料。

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將 分 別 在 本 公 司 網 站 (www.lktechnology.com)及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上刊發。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二零一九╱二零年中
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上述網站查閱。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張俏英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俏英女士、劉卓銘先生及謝小斯先生；而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劉紹濟博士、呂明華博士，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曾耀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