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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本人欣然宣佈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奇盛（集團）有限公司未經審核的中期業績。本
中期業績已按香港標準會計準則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的核數師德勤會計師行審閱，其致奇盛（集團）有
限公司董事會之獨立審閱報告亦於下文陳列。

財務摘要
至六月三十日 至十二月
止六個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表
營業額 870,320 538,647 1,224,230
經營溢利 26,018 20,184 71,047
股東應佔溢利 17,275 8,960 38,707
股息 44,550 6,683 17,820

資產負債表
總資產 963,577 816,119 934,586
借貸總額 277,740 171,188 239,972
股東資金 612,418 583,319 606,775

現金流量
財務活動前之現金支出淨額 (30,927) (37,556 ) (22,619 )
財務活動之現金流入（支出）淨額 24,820 (14,561 ) 43,167
資本性支出 1,344 1,110 2,132

每股溢利 3.88¢ 2.00¢ 8.69¢
每股股息 10.0¢ 1.5¢ 3.0¢
每股股東權益 HK$1.37 HK$1.31 HK$1.36

利息保障率（倍數） 13.53x 6.41x 13.17x
派息比率（倍數） 0.39x 1.33x 2.90x

附註：

1. 每股盈利是以股東應佔溢利除以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445,500,000股（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445,500,000股）
計算。

2. 利息保障率是以除去稅項，少數股東權益及利息支出前股東應佔溢利除以利息支出計算。

3. 派息比率是以每股溢利除以每股股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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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股東應佔集團溢利為17,3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之9,000,000港元相比較，
增長92.2%。每股盈利為港元3.88仙。本集團董事會決議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0仙（二零零三年：每股港
幣1.5仙）予二零零四年十月七日前已登記之股東。股東過戶登記將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至二零零四年十月七日，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凡欲獲派中期股息，必須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四時前，
將有關股票，連同過戶文件一併送達本公司股票過戶登記處，標準證券有限公司，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五十六號東
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業務回顧
得助於金屬價格上升及經濟環境改善，集團貿易營業額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度，錄得860,5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勁增62.9%。在第二季度中國政府對貸款者施行緊縮信貸措施，以及部份中國地方電力短缺，對需求產生不
利影響，集團經營溢利表現仍甚滿意。由二零零三年首六個月之16,900,000港元上升到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之
24,100,000港元。

上半年度物業投資分項貢獻4,2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為3,900,000港元。年初時由於整體經營環境普遍有所改
善，香港辦公室需求有輕微改善。期末時上海辦公室空置率維持低水平，約5%地方可供出租。在市場充裕供應
情況下，上海住宅的租務增長維持平穩。

期內證券組合表現較差。在急劇波動的投資市場下，集團於期末時錄得未變現虧損3,100,000港元。期內投資組
合所產生的股息及利息共錄得2,500,000港元。

審核委員會
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在本年度已開會兩次。在審閱審計調查結果，集團採納的會計原理及準則和商議內部及外部風
險管理後，把管理及財務報表呈交董事會批核。外騁核數師聯同集團財務董事及二位高層管理員工均有出席所有
會議。

本人藉此代表董事會鳴謝兩位辭任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漢英先生及梁定邦先生過往為本集團所作出之貢獻致以衷
心謝意。本人亦謹以歡迎兩位新委任的獨立非執行董事黎忠榮先生及陳永利先生加入本集團，並深信他們的豐富
經驗及專業知識，將有利於集團未來之業務發展。兩位新委任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亦已獲委任為集團的審核委員會
成員。

未來展望
自二零零三年底以來的暢旺需求，在本年度第二季度工業需求顯示有緩和趨勢。雖則目前的經濟增長及市場需求
仍未明朗化，下半年度的需求有逐漸轉好的跡象。預期原料價格仍會持續波動，在大部份工業金屬原料及化工產
品的供應及需求均處於全球性持續不平衡狀況下，本集團將致力嚴緊監控存貨水平及採購策略。上海物業仍受惠
於跨國公司及小至中型當地公司的穩定租務需求增長。在未來月份或年度，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及恐怖襲擊威脅
仍持續的情況下，預期全球金融市場仍持續會經歷激烈波動。集團將專注於管理由這些不明朗因素所產生的所有
風險，及在這具競爭性的環境下尋覓機會。

梁樹榮
主席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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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 六個月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營業額 三 870,320 538,647
其他經營收入 四 3,474 1,232
存貨中製成品之轉變 14,214 4,564
購貨以供銷售 (820,657) (497,547)
使用之原料及消耗品 (10,144) (3,989)
員工成本 (10,268) (9,904)
折舊及攤銷 (932) (1,002)
其他經營費用 (16,860) (12,781)
其他投資之已變現淨收益及
未變現淨（虧損）收益 (3,129) 964

經營溢利 26,018 20,184
財務成本 五 (1,749) (2,105)
攤銷聯營公司虧損 (2,041) (4,343)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所產生之溢價攤銷 － (1,709)

除稅前溢利 22,228 12,027
所得稅支出 六 (4,643) (2,418)

扣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7,585 9,609
少數股東權益 (310) (649)

期內溢利 17,275 8,960

股息 七 11,138 6,683

每股盈利 八 3.9仙 2.0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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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九 242,430 242,430
物業、機器及設備 33,363 32,879
投資於附屬公司 十 27,227 29,207
證券投資 十一 32,650 25,804
長期銀行存款 31,200 38,800
股票掛漖存款 812 1,110

367,682 370,230

流動資產
存貨 十二 103,607 89,665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十三 135,603 119,285
應收票據 33,729 32,122
預付稅款 200 175
證券投資 十一 121,816 115,984
銀行短期存款 132,130 127,950
銀行結存及現金 68,810 79,175

595,895 564,356

資產總值 963,577 934,586

股東權益及負債

資本及儲備
股本 十四 22,275 22,275
儲備 590,143 584,500

612,418 606,775

少數股東權益 17,793 17,592

非流動負債
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欠款 13,338 13,338
遞延稅項負債 十五 6,102 6,102

19,440 19,44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十六 31,140 48,236
應付稅款 5,046 2,571
銀行借貸 十七 277,740 239,972

313,926 290,779

股東權益及負債總額 963,577 93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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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轉變表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投資物業 物業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估值儲備 估值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22,275 153,728 22,988 6,916 11,571 1,140 362,516 581,134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
  之匯兌差額 － － － － － (86) － (86)
攤佔聯營公司儲備變動 － － － (219) 4 416 1 202
稅率變動產生
  之遞延稅項負債 － － － － (208) － － (208)

於綜合收益表內未確認
  之淨（虧損）／收益 － － － (219) (204) 330 1 (92)

本期溢利 － － － － － － 8,960 8,960
已派發股息 － － － － － － (6,683) (6,683)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22,275 153,728 22,988 6,697 11,367 1,470 364,794 583,319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
  之匯兌差額 － － － － － 187 － 187
攤佔聯營公司儲備變動 － － － 163 (1) 41 1 204

於綜合收益表內未確認之
  淨收益／（虧損） － － － 163 (1) 228 1 391

本期溢利 － － － － － － 29,747 29,747
已派發股息 － － － － － － (6,682) (6,682)

於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22,275 153,728 22,988 6,860 11,366 1,698 387,860 606,775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
  之匯兌差額 － － － － － (588) － (588)
攤佔聯營公司儲備變動 － － － 34 (1) 60 1 94

於綜合收益表內未確認之
  淨收益／（虧損） － － － 34 (1) (528) 1 (494)

本期溢利 － － － － － － 17,275 17,275
已派發股息 － － － － － － (11,138) (11,138)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22,275 153,728 22,988 6,894 11,365 1,170 393,998 61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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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 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審核） （未審核）

營運活動之現金使用淨額 (31,082) (37,536)
投資活動之現金收入（使用）淨額 155 (20)
財務活動之現金收入（使用）淨額 24,820 (14,561)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減少淨額 (6,107) (52,117)

期初時現金及現金等值 207,012 186,168
匯率變動影響 35 (20)

期末時現金及現金等值 200,940 134,031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之分析
銀行短期存款 132,130 87,244
銀行結餘及現金 68,810 46,787

200,940 134,031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一、 編制之原則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條例（上市條例）附錄十六之有關披露要求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發之標準
會計準則第二十五條『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二、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財務報表乃按過往成本慣例，並經重估部份物業及證券投資而編製。

在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時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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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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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項資料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集團營業額及經營溢利之貢獻，按業務分項分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銷化工
及金屬原料 物業投資 證券投資 其他業務 刪除 綜合總結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860,527 7,030 2,175 588 － 870,320
分項間銷售 － 897 － 4,007 (4,904) －

總額 860,527 7,927 2,175 4,595 (4,904) 870,320

分項業績 24,136 4,192 (980) 48 － 27,396

銀行利息收入 1,155
未能分配之其他收益 2,319
未能分配之公司費用 (4,852)

經營溢利 26,018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銷化工
及金屬原料 物業投資 證券投資 其他業務 刪除 綜合總結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528,153 6,775 1,944 1,775 － 538,647
分項間銷售 － 756 － 3,917 (4,673) －

總額 528,153 7,531 1,944 5,692 (4,673) 538,647

分項業績 16,861 3,868 2,806 61 － 23,596

銀行利息收入 1,064
未能分配之其他收益 168
未能分配之公司費用 (4,644)

經營溢利 20,184

分項間銷售按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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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 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155 1,06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收入 392 －
其他收入 1,927 168

3,474 1,232

五、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為五年內到期償還銀行借貸之利息支出。

六、 所得稅支出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 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稅項支出包括：

現年稅項：
香港利得稅 3,217 1,965
海外利得稅 1,393 306

4,610 2,271

遞延稅項
因稅率增加（附註十五） － 113

攤佔聯營公司稅項 33 34

4,643 2,418

香港利得稅是以本期內估計利潤按17.5%（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17.5%）計算。

外國稅項是以當地現行稅率計算。

七、 股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個月 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之末期股息每股2.5 仙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1.5 仙） 11,138 6,683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本集團董事會批准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0.0仙，共港幣44,5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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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每股溢利
每股溢利乃按本期內溢利17,275,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960,000港元）及本期內已發行股份
445,500,000股（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45,500,000股）計算。

九、 投資物業
董事會認為，集團的投資物業在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的價值，與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專業估值，並無重大差
距，所以在本期間並未進行估值，亦未計入任何重估盈餘或虧損。

十、 聯營公司權益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攤佔資產淨值 27,227 29,207
收購時產生之商譽  - 淨 20,504 20,504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時產生之商譽減值虧損 (20,504) (20,504)

27,227 29,207

十一、 證券投資
投資證券 其他投資 總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份：
上市－香港 － － 35,603 39,330 35,603 39,330
上市－海外 3,132 3,132 15,181 12,410 18,313 15,542
非上市 － － 2,601 3,701 2,601 3,701

3,132 3,132 53,385 55,441 56,517 58,573

共同基金：
報價 － － 9,002 － 9,002 －
非上市 18,574 10,628 23,423 20,161 41,997 30,789

18,574 10,628 32,425 20,161 50,999 30,789

債券：
上市－海外 － － 16,070 12,634 16,070 12,634
非上市 8,343 8,343 22,537 31,449 30,880 39,792

8,343 8,343 38,607 44,083 46,950 52,426

證券投資總額：
上市 3,132 3,132 66,854 64,374 69,986 67,506
非上市 26,917 18,971 57,563 55,311 84,480 74,282

30,049 22,103 124,417 119,685 154,466 141,788

上市證券市值 3,513 4,019 66,854 64,374 70,367 68,393

面值分析：
非流動 30,049 22,103 2,601 3,701 32,650 25,804
流動 － － 121,816 115,984 121,816 115,984

30,049 22,103 124,417 119,685 154,466 14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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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存貨
總值2,613,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0,000港元）之製成品按可變現淨值入賬。

十三、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集團對客戶之平均放賬期為貨到付款至120天。貿易應收賬款118,272,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143,000
港元）包括在集團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中，已按賬齡分列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 天 62,638 73,254
31-60 天 32,742 25,325
61-90 天 14,401 8,858
91-120 天 4,778 2,854
121-365 天 3,713 1,852

118,272 112,143

十四、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港幣千元

普通股股份每股面值港幣5仙

法定股本：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時 700,000,000 35,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時 445,500,000 22,275

十五、 遞延稅項負債
重估有租期 累積稅務

重估投資物業 土地及樓宇 折舊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1,704 2,218 1,200 5,122
稅率改變影響：
－撥入期內收益表（附註六） － － 113 113
－撥入物業重估儲備 － 208 － 208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1,704 2,426 1,313 5,443
－撥入（撥出）期內收益表 822 － (163 ) 659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2,526 2,426 1,150 6,102

十六、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貿易應付賬款12,762,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071,000港元）包括在本集團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中，已
按賬齡分列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 天 9,543 23,944
31-60 天 1,934 934
61-90 天 1,277 131
91-120 天 8 62

12,762 2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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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銀行借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全部銀行借貸為無抵押借貸，並於
一年內到期，包括

銀行透支 － 113
銀行貸款 10,780 10,816
信託收據貸款 266,960 229,043

277,740 239,972

十八、資本承擔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簽約但未包括在財務報表內關於物業、
機器及設備添置的資本承擔 151 151

十九、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面值7,474,000港元之有租約年期物業（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98,000港元）已按
揭與銀行作為信貸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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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貿易部門
集團的主要貿易業務及每項業務對集團的貢獻總列如下：

營業額 分項業績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電鍍金屬及化工原料 782,969 466,153 17,195 13,579
油漆及塗料化工產品 53,716 44,897 2,768 1,613
不𣁾鋼 23,842 17,103 4,173 1,669

總值 860,527 528,153 24,136 16,861

電鍍金屬及化工原料
受穩固的金屬價格及亞洲區強大需求推動，集團在二零零四年上半年有強勁的銷售營業額。除了中國成為亞洲區
需求的主要動力以外，集團亦在南韓及新加坡地區獲得新訂單，相較去年因沙士病毒傳播而嚴重委縮的需求，二
零零四年首六個月營業額上升了68%，但對美元強勢的關注與中國政府採取信貸緊縮及投資控制令中國的銷售減
慢，引致四月間所有金屬價格急跌，集團在第二季度亦蒙受一些損失。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分項溢利總額較去年
同期只增加27%。

貴金屬業務於期內表現平穩，香港區幾乎沒有增長，但新加坡區因較少競爭者而表現較佳。人造首飾業在中國的
需求繼續增長，但在中國競爭者的激烈競爭下，邊際利潤仍然狹窄。

由於多個行業需求上升，年初時對基本金屬的需求有較強勁增長。四月以後，受制於中國政府施行的信貸緊縮及
大部份中國工廠缺乏電力供應，需求開始放緩。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總存貨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升14%，部份原因是金屬價格上升，而一些
供應商延遲付貨亦促使集團累積較高水平的保險存貨。

油漆及塗料化工產品
油價持續高企推動大部份原料價格在二零零四年上半年急升，中國汽車業發展的強勁需求亦促進對油漆及塗料化
工產品的需求，但全球性供應重組，美國及歐洲商業環境改善而增加的需求都扯去部份輸往中國市場的原料，令
供應委縮，情況在下半年將會持續。雖則中國需求穩定增長，但油價進一步上升與中國嚴重缺乏電力供應及中國
政府施行的信貸緊縮已減低部份廠家的購買力。本年度，集團將繼續在產品的各種應用領域內發展新需求，如期
內的紡織及個人護理。

不𣁾鋼
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不𣁾鋼市場需求仍然薘勃，全球不𣁾鋼供應繼續緊絀推高所有產品售價，很多不𣁾鋼供應商
限制客戶訂單或延期付貨，雖然部份客戶未能承受價格急升，已轉往購買一些較低級原料，但穩定供應對大多數
客戶至關重要。為保證對客戶的穩定供應，集團已增加存貨水平及加入一些新產品系列以擴闊客戶基礎。於未來
數月，製造不𣁾鋼的原材料供應繼續緊絀，預期下半年不𣁾鋼價格仍然堅穩。



奇盛（集 團）有 限公司

13

物業投資部門
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租金總收入輕微上升3.8%，達到港幣7,000,000元。

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香港辦公室物業平均出租率為91.9%，較去年同期增加17.8%。每方呎平均月租較去年數
字下跌16.5%，受二零零四年年初商業信心改善與低租金及地點便利吸引，所有辦公室在期末均已租出。

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上海甲級辦公室平均租金較二零零三年同期上升10%，來自誇國公司增加的需求減少甲級辦
公室空置率，新成立的本地或外國公司具較良好財務能力，同時願意為甲級辦公室付出較高租金。期內平均出租
率為90.7%，相對去年同期為94.4%，平均出租率下跌是因為包括新舊租約過渡期，僅有5%辦公室面積在期末可
供出租。

雖然中央政府意圖冷卻經濟，但投資者及購房者對住宅物業市場的興趣仍屬正面，住宅租務需求穩固，租金則持
平。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的平均出租率，由一年前同期的80%爬升至95%，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的出租率為
96%。

證券投資部門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與非流動的證券組合按證券類別分析如下：

投資市值 分配百分率

股票 56,900,000港元 30.3%
債券 46,900,000港元 25.0%
基金單位 51,700,000港元 27.6%
長期存款 31,200,000港元 16.7%
股票掛漖存款 800,000港元 0.4%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集團92.3%證券總投資由內部資金融資持有，其餘7.7%則由銀行借貸融資持有。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組合內按貨幣單位分析如下：

美元 港幣 歐羅 日元 新加坡幣 人民幣 澳幣
70.1% 19.0% 1.1% 5.7% 0.8% 1.4% 1.9%

二零零四年年初，世界性經濟已顯示增長強勁，尤以中國最為閃耀亮麗。較預期好的經濟數據惹起投資者對通賬
壓力的注意，對一些商品，如不𣁾鋼的需求增加及能源等的有限供應，導致大部份產品價格上升，因此，美國聯
邦儲備局於六月份的會議中，調高基準利率0.25%，作為扭轉刺激性貨幣政策至較緊縮政策的第一步，其他中央
銀行政策製訂者，如中國、英國及澳洲等亦採取緊縮政策以冷卻各國經濟。然而全球性激烈競爭繼續削減公司利
潤，亦妨礙資本投資及存貨累積，加上經常性恐怖威脅及憂慮未來全球性經濟轉弱，令投資者將資金投放於各類
型短期投資或保本策略上，期內市場反應敏感，亦出現前所未有的波動。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錄得未變現虧損港幣3,600,000元，期內集團已出售港幣42,100,000元的證券，主要
為公司債券，獲利港幣400,000元。由證券組合產生的股息及利息收入分別為港幣500,000元及港幣2,000,000元。
集團證券組合投資在保本產品，高質股票及低風險高評級公司債券，以減少由於市場不明朗產生的風險，該策略
在下半年將繼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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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集團在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共僱用87位員工，包括香港員工62位，中國大陸員工15位及海外員工10位。為保
持員工的薪金水平在市場內有競爭力，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的員工總薪酬較去年同期輕微上升3.7%，達港幣
10,300,000元，。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薪酬及花紅政策與訓練計劃並無重大改變。

財政資源及資金流動能力
集團股東總資金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港幣606,800,000元，輕微上升0.9%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的
港幣612,400,000元。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存款總值港幣232,100,000元，而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則分別錄得港幣153,500,000元及港幣245,900,000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要之現金
流出為存貨增加港幣14,000,000元，一般應收賬款及向供應商預付款項增加港幣16,400,000元與供應商欠款減少
港幣17,700,000元。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存款按貨幣單位分析如下：

港幣 美元 歐羅 新加坡幣 人民幣 新台幣 其他
14.6% 77.0% 3.7% 0.6% 0.8% 2.1% 1.2%

債務組成
總銀行借貸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港幣240,000,000元跳升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港幣277,700,000
元。淨借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為港幣45,600,000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負債比率，即總銀行借
貸除以股東資金，為0.45。期末之全部銀行借貸均為信託收據及貨幣市場貸款。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借貸按貨幣單位分析如下：

港幣（千元）
港幣 206,248 74.3%
美元 56,794 20.4%
日元 14,698 5.3%

277,740 100.0%

所有借貸均以浮動利率計息及於一年內到期。期內銀行借貸之平均利率為年利率1.33%。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
十日止首六個月之利息支出為港幣1,700,000元，相對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港幣2,100,000元。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之首六個月，集團的交易均以港幣、美元、日元、歐羅、英磅、人民幣、澳幣、新
加坡幣及新台幣進行，在適當時候，集團會使用遠期外匯合約以保障由貿易業務產生的外匯風險。二零零四年六
月三十日並無未清結的遠期外匯合約。除美元外之短期外幣借貸，乃用於融資購入相同外幣的資產。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內並無進行任何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董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五十二條記錄於本公司之登記冊或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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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董事及其關聯人士在本公司及關聯公司
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權益如下：

長倉
(a) 本公司普通股股份每股伍仙

持有已發行 公司已發行
董事 身份 股份數目 股份百分比

梁樹榮 實益擁有人 184,691,075 41.457%

袁天凡 以控股公司持有（附註一） 26,984,000 6.057%
信託基金創辦人（附註二） 74,770,000 16.783%

101,754,000 22.84%

梁妙嶋 實益擁有人 20,634,000 4.632%

關慶憲 實益擁有人 5,000,000 1.122%

黃志堅 實益擁有人 767,000 0.172%

黃賽迎 實益擁有人 9,500 0.002%

312,855,575 70.225%

附註：

一、 26,984,000股由天豐行集團有限公司持有，袁天凡先生擁有該公司60%股份。

二、  74,770,000股由袁天凡信託基金持有，袁天凡先生為該基金創辦人。

(b) 本公司附屬公司之無投票權優先股

無投票權 公司無投票權
附屬公司 董事 身份 優先股數目 優先股股本百分比

奇盛五金鋼鐵有限公司 黃志堅 實益擁有人 400,000 100%

奇盛工業產品有限公司 梁樹榮 實益擁有人 7,000 70%
關慶憲 實益擁有人 2,000 20%

三永國際有限公司 梁樹榮 實益擁有人 19,440 90%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董事或其有關連人士擁有或沽空本公司、附屬公司或
按證券及期貨條例指定之關連公司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權益。

主要股東
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十六條，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所持之主要股東登記冊上，除已在「董事
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中列出者外，並無其他人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需知會權益或沽空本公司股
份。

最佳應用守則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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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梁樹榮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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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 奇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諸言
本核數師已按 貴公司指示，審閱第3頁至第11頁所載之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的責任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中期財務報告的編制須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第
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相關規定。董事須對於中期財務報告負責，而有關報告已經獲董事批准。

根據本行接受委聘的協定條款，本行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獨立的結論，並將此結論謹
向董事會報告，而不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之內容而向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

已進行之審閱工作
本行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核數準則第700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之委聘』進行審閱工作。審閱工作主要
包括向集團管理層作出查詢，並對中期財務報告應用分析程序、然後根據結果評估會計政策及呈報方式是否貫徹
應用（惟已另作披露則除外）。審閱工作並不包括監控測試及核證資產、負債及交易等審計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
遠較審計為小，故所提供的保證程度較審計為低。因此，本行不會對中期財務報告發表審計意見。

審閱結果
按照本行審閱（不構成審計）的結果。本行並無發現任何須對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
作出的重大修改。

德勤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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