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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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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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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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經營狀況：
收入 2,860,238 2,773,518 3.1%
毛利 786,158 805,456 -2.4%
毛利率 27.5% 29.0% -1.5%

經營溢利 343,164 415,114 -17.3%
經營溢利率 12.0% 15.0% -3.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71,193 323,845 -16.3%
淨利率 9.5% 11.7% -2.2%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19.7 23.7 -16.9%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

二零二二年
於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財務狀況：
資產總值 7,747,910 7,599,524 2.0%
資產淨值 3,559,470 3,702,999 -3.9%
流動資產淨值 1,278,139 1,343,572 -4.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610,977 576,790 5.9%
借款總額 1,479,108 1,088,637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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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勁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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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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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860,238 2,773,518
銷售成本 5 (2,074,080) (1,968,062)  

毛利 786,158 805,456
其他收入 3 77,282 53,317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4 (10,928) 7,283
銷售及分銷費用 5 (268,311) (234,946)
一般行政費用 5 (241,116) (203,812)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撥回╱（撥備）淨額 5 79 (12,184)  

經營溢利 343,164 415,114  

融資收入 3,031 3,571
融資成本 (21,944) (18,595)  

融資成本淨額 6 (18,913) (15,02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21) 107  

除所得稅前溢利 324,230 400,197
所得稅開支 7 (53,037) (76,352)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71,193 323,845
  

港仙 港仙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基本 8(a) 19.7 23.7

  

－攤薄 8(b) 19.7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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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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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71,193 323,845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匯兌差額 (361,630) 25,568

保單投資價值變動 – (26)

出售保單投資虧損 – 222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轉移物業、廠房及設備至投資物業時產生的
重估收益 – 22,838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除稅後） (90,437) 37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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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3,278 14,801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85,228 1,476,984

投資物業 598,730 651,754

使用權資產 388,608 408,91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5,415 17,150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141,972 149,063

遞延所得稅資產 92,324 92,227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0 44,574 32,564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5,556 6,173

受限制銀行結餘 171 677  

非流動資產總值 2,785,856 2,850,305  

流動資產

存貨 1,801,860 1,713,348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0 2,097,316 2,018,270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284,896 282,056

受限制銀行結餘 167,005 158,75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610,977 576,790  

流動資產總值 4,962,054 4,749,219  

資產總值 7,747,910 7,599,524
  

權益

股本 137,640 137,640

儲備 1,411,465 1,771,131

保留盈利 2,010,365 1,794,228  

權益總額 3,559,470 3,70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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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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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66 93,933

借款 246,883 210,431

租賃負債 7,398 11,789

其他應付款項及按金 11 158,878 174,725  

非流動負債總額 504,525 49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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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5,923 2,467,217

借款 1,232,225 878,206

租賃負債 8,874 9,449

即期所得稅負債 46,893 50,775  

流動負債總額 3,683,915 3,405,647  

負債總額 4,188,440 3,896,525  

權益及負債總額 7,747,910 7,599,524
  



– 6 –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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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83,363) 292,22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49,652) (188,46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25,770 264,30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淨額 92,755 368,06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576,790 588,39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匯兌差額 (58,568) 4,926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610,977 96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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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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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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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採納之準則修訂本

下文載列本報告期間已適用的修訂準則：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 概念框架的提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 小範圍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7號（修訂本）

• 同一控制下業務合併的會計處理－會計指引第5號（經修訂）

該等現有準則之修訂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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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頒佈但本集團尚未應用的準則的影響

若干新會計準則及詮釋已頒佈，但於本報告期間並無強制生效，且尚未獲本集團提
早採納。預期該等準則不會對本集團本報告期間或未來報告期間及可預見未來的
交易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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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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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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相同）。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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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390 659,510 150,338 2,860,238 – 2,860,238

分部間銷售 44,271 – 13,078 57,349 (57,349) –      

2,094,661 659,510 163,416 2,917,587 (57,349) 2,860,238
      

業績

分部業績 318,286 24,957 17,904 361,147 – 361,147
     

行政費用 (17,983)

融資收入 3,031

融資成本 (21,94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1) 

除所得稅前溢利 32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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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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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649 785,449 98,420 2,773,518 – 2,773,518

分部間銷售 22,977 – – 22,977 (22,977) –      

1,912,626 785,449 98,420 2,796,495 (22,977) 2,773,518
      

業績

分部業績 342,526 95,063 (5,444) 432,145 – 432,145
     

行政費用 (17,031)

融資收入 3,571

融資成本 (18,59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07 

除所得稅前溢利 40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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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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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4,939 1,403,360 847,450 7,715,749

未分配資產 32,161 

資產總值 7,747,910
 

負債

分部負債 3,084,490 805,582 227,419 4,117,491

未分配負債 70,949 

負債總額 4,18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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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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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4,867 1,621,074 885,162 7,571,103

未分配資產 28,421 

資產總值 7,599,524
 

負債

分部負債 2,691,184 951,347 197,983 3,840,514

未分配負債 56,011 

負債總額 3,896,525
 

為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

• 除公司資產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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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認之銷售貨品收入
壓鑄機 2,050,390 1,889,649

注塑機 659,510 785,449

CNC加工中心 150,338 98,420  

2,860,238 2,773,518
  

其他收入
已退回增值稅 15,609 16,267

其他政府補貼（附註） 37,673 22,688

租金收入 15,291 9,546

雜項收入 8,709 4,816  

77,282 5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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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確認的其他政府補貼與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自研產品銷售及研發收取
的政府補助相關。收取該等補助並無附帶任何未滿足條件及其他或然事項。

4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2,217) 2,282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11,015 5,42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274 (199)
出售保單投資虧損 – (222)  

(10,928) 7,283
  

5 開支－按性質劃分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1,777,665 1,686,181
製成品及在製品之存貨變動 (128,556) (132,669)
員工成本 462,309 411,362
無形資產攤銷 2,631 2,88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9,471 57,294
使用權資產折舊 9,712 9,723
研究成本 13,435 12,228
運費 71,787 56,735
公用事業費用 39,668 29,572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1,706 1,575
－非審核服務 459 434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撥回）╱撥備淨額（附註10） (79) 12,184
存貨撇減撥備╱（撥備撥回）淨額 81 (371)
財務擔保合約虧損撥回 (12) (414)
其他開支 253,151 272,289  

2,583,428 2,419,004
  

明細如下：
銷售成本 2,074,080 1,968,062
銷售及分銷費用 268,311 234,946
一般行政費用 241,116 203,812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撥回）╱撥備淨額 (79) 12,184  

2,583,428 2,419,00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研發活動的員工成本為 51,890,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43,90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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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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短期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3,031) (3,571)  

融資成本：
銀行借款利息 26,277 19,648

減：資本化為物業、廠房及設備（附註） (8,147) (2,628)

一間附屬公司之一個僱員激勵計劃利息 1,557 –

租賃負債利息 639 434

不設追索權之已貼現應收票據開支 1,618 1,141  

21,944 18,595  

18,913 15,024
  

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資本化之借款成本在一般借款組合中產
生，並按合資格資產開支使用資本化比率3.7%（二零二一年：3.7%）計算。

7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所得稅 50,158 56,899

－香港利得稅 – –

－海外稅 1,662 10,062

－股息預扣所得稅 7,364 12,052  

59,184 79,013

遞延所得稅 (6,147) (2,661)  

稅項支出 53,037 7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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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二一年：相同）
之法定稅率繳納所得稅。

若干位於深圳、中山、寧波、上海、昆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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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寬減稅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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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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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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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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7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3,634,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應付預扣稅的未匯出盈利為299,407,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272,691,000港元）。該等款項並無計劃於可見未來分派予本集團於中國以外
的公司。就我們計劃分派其各自保留盈利的附屬公司而言，我們已就於二零二二年九月
三十日該等分派應付的預扣稅確認遞延稅項負債43,044,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42,060,000港元）。

於香港成立之附屬公司於期內須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二一年：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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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271,19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23,845,000

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1,376,392,000股（二零二一年：1,364,490,000股）計
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71,193 323,845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1,376,392 1,364,49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9.7 23.7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均已轉換，按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作出調整計算。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有兩類潛在攤薄普通股：本公司發行
之購股權及本集團旗下一間附屬公司之以股份為基礎之償付計劃。這些未歸屬的
潛在攤薄普通股均未計算在每股攤薄盈利中，原因為其對每股基本盈利具有反攤
薄影響（二零二一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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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期股息

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會議，董事會決議宣派中期股息每股4港仙（二零
二一年：每股6港仙），合共55,05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82,583,000港元）。此項宣派之股息
並無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列作應付股息，惟將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股東權益中確認。

10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1,868,498 1,672,937

減：減值撥備 (127,701) (137,005)  

1,740,797 1,535,932

應收票據 401,093 514,902  

2,141,890 2,050,834

減：於一年後到期並列作非流動資產之結餘 (44,574) (32,564)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 2,097,316 2,018,270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貿易款項之減值撥備金額為127,70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137,005,000港元）。於本期間，已作出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撥回 79,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撥備 12,184,000港元）。個別應收款項之減
值主要與個別客戶有關，其可收回性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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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033,006 893,627

91至180日 286,394 272,944

181至365日 275,879 240,981

一年以上 273,219 265,385  

1,868,498 1,67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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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一般須於確認採購訂單時支付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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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部分

應付貿易款項 951,088 936,397

應付票據 594,630 571,067

其他按金 7,178 5,627

貿易按金及預收款項 420,697 483,703

應計薪金、花紅及員工福利 90,424 121,258

應計銷售佣金 111,110 98,985

應付增值稅 26,235 30,736

其他 194,561 219,444  

2,395,923 2,467,217
  

非流動部分

按金（附註 i） 77,778 86,420

有關一個僱員激勵計劃的義務（附註 ii） 62,336 67,295

其他 18,764 21,010  

158,878 174,725
  

附註 i：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按金指就位於中國的城市更新項目而收取的初始按
金人民幣70,000,000元（相等於約77,77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70,000,000元（相等於約86,420,000港元））。

附註 ii： 該結餘指本集團就一個僱員激勵計劃購回所有廣東力勁塑機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受限制股份的義務。該結餘以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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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734,897 815,447

91至180日 128,691 81,598

181至365日 36,092 9,437

一年以上 51,408 29,915  

951,088 93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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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本集團錄得收入為2,860,238,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3.1%。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271,193,000港元，比去
年同期溢利下滑 16.3%。

本集團在中國市場收入為 2,395,48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7.5%。

二零二二年以來中國新能源汽車呈現市場規模、發展質量「雙提升」的良好勢
頭，產銷規模再創新高。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資料，二零二二年一至九月，
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達到471.7萬輛和456.7萬輛，同比分別增長1.2倍和1.1倍。新
能源汽高速車發展有力推動了壓鑄機的需求。而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對先進
壓鑄方案反應熱烈，市場需求強勁。新能源汽車發展帶動行業趨勢，新能源汽
車相關的大型壓鑄機增長超過40%。但受到環球經濟影響導致中國出口下滑，
以及內地疫情反復導致消費持續疲弱，注塑機市場需求明顯端下滑、市場競爭
激烈。

海外市場收入為464,750,000港元，同比下滑14.6%。由於全球通脹嚴重，二零二二
年以來主要經濟體加息的幅度和速度超過市場預期，扭轉自疫情爆發以來全
球流動性極度寬鬆的局面，抑制全球經濟復蘇，主要經濟體對工業設備的需求
明顯下滑。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整體業務毛利率為27.5%，跟去年同期下滑1.5%。主要原因
是原材料價格處於高位，以及注塑機產能利用率不足。

銷售及分銷費用為 268,311,000港元，費用佔收入比例為 9.4%，跟去年同期相比
上升0.9%。主要是因為人工成本費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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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及行政費用為 241,116,000港元，費用佔收入比例為 8.4%，跟去年同期相比
上升1.1%。主要是因為人工成本費用上升。

融資成本淨額為 18,91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25.9%，主要原因是銀行貸款
增加，令利息支出上升。

展望

中國新能源汽車目前發展蓬勃，二零二二年產銷規模再創新高。中國本土品牌
技術不斷創新，國際化發展同時取得新成效，整車出口海外市場同比大幅增
長。中國新能源汽車進入加速發展新階段，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目前集團為革新新能源汽車製造工藝持續做出貢獻，伴隨全球新能源汽車行
業的高速發展勢頭，目前集團在手訂單充足，生產緊張有序，若無其他不可預
見之情況，集團對業務持續發展感到樂觀。

集團目前持續對新廠房，新設備和研發人員加大投入力度，也正在積極擴大部
署海外市場，在東南亞、歐洲、美洲建立新團隊開拓市場。為未來市場發展做
好準備。

本集團繼續專注研發壓鑄機，注塑機和CNC加工中心的技術，努力尋求突破，
滿足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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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達610,977,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576,790,000港元）。

資本負債比率（負債淨額與權益總額之比率）約為24.4%（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13.8%）。

附註： 負債淨額按借款總額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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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資本結構全部由 1,376,391,50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之普通股組成。未償還借款總額為1,479,10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1,088,637,000港元），其中約83.3%（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80.7%）
為短期貸款。借款總額中約 26.7%（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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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銀行授予客戶而獲本集團擔保之未償還貸款為18,530,000

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5,857,000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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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投資物業、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
應收票據，賬面值合共為745,95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869,950,000

港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但尚未在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撥付之資本開支承擔金額為 281,61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136,283,000港元）。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約4,900名全職員工。回顧期內員工成本
為462,30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411,36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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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管
理的社會福利計劃、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等其他員工福利。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本公司授出合共 27,540,000份購股權（「購股權」）予
390名本集團員工。上述購股權授出之詳情載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之公
告。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
東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4港仙（二零二一
年：每股6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日（星期二）或前後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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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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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勁高新科技工業園城市更新項目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
信，力勁高新科技工業園城市更新項目（「城市更新項目」）於本中期公告日期如
期進行。城市更新項目之詳情載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二零
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之公
告、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之通函及二零二一╱二零二二之年報。自最近
期的年度報告刊發後，上述事宜並沒有重大變動。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概不辦理任何股
份過戶事宜。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辦理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至1716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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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耀強先生、呂明華博士、劉紹濟博士及陸
東先生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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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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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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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
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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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wor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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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二三年中期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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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勁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俏英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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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耀強先生及陸東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