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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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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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順南 順南 順南 順 (((( 香 港香 港香 港香 港 )))) 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11)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中期業績公佈    
    

 
南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會欣然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

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今年是本集團之五十周年誌慶。本集團於一九六一年由私人貿易公司發展成為一

間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地區性優質食品及清潔用品生產公司。近年，本集團除致

力保持香港市場領導地位外，亦進軍中國內地，現時自設配備先進技術之生產中

心，提供高質麵粉、食用油及清潔用品產品。本集團之品牌廣為人知、信譽超

著，深受消費者信賴，並榮獲區內多項殊榮與肯定。 

 

本集團加大投資力度，在中國增設銷售分銷基礎設施及生產設施，擴展步伐與中

國之內需增長並駕齊驅。於過去 18 個月，本集團先後收購位於江蘇省之新麵粉

廠，用以覆蓋華東地區市場，於山東省新建廠房，用以覆蓋華北地區市場，以及

延長深圳蛇口首個生產基地之土地使用權以擴大華南地區之業務覆蓋範圍。至於

華西地區方面，有見及當地過去五年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均維持於平均每年

17.5%之水平，故本集團於去年十二月與四川省成都附近之邛崍市人民政府簽訂

土地收購協議，在當地建設新麵粉廠服務華西客戶。 

 

本集團具策略性地在中國四大地區自設生產中心，藉此優化成本，提高客戶服務

質素。於二零一零年年底，本集團設有 7間地區辦事處及 27間銷售辦事處，分銷

網絡全面覆蓋 150個城市，將大大提升本集團分銷優質產品予全國客戶之效率。 

 

本集團因應地區業務擴充而增聘了 12%僱員，使本集團可配合中國消費增長，加

強競爭力以實現業務長期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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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經濟前景未明，中國受食品供應短缺及通脹壓力影響，商品價格持續反覆。

價格競爭激烈，令本集團之短期業績更具挑戰。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透過增加核

心品牌之銷量錄得銷售額之高增長，但面對價格競爭，加上生產設施之初期投

資，以及新市場之銷售及推廣活動，毛利率及純利均低於去年同期。 

 

 

財務業績概要財務業績概要財務業績概要財務業績概要    

    

本集團之中期股東應佔純利為港幣 63,000,000 元，營業額為港幣 1,288,000,000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15%。原材料成本快速增長對本集團近期之毛利率構成影

響。儘管營商環境短期內充滿挑戰，本集團仍貫徹執行其策略性增長計劃。因現

時對新產品種類及新市場分銷網絡作出之投資增加，純利較去年同期為低。當經

濟不明朗之際，本集團繼續堅守審慎理財之原則。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仍持有淨現金港幣 234,000,000 元，財務狀況穩健。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06

元，合共港幣 14,600,000 元（二零零九年：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06 元，合共港幣

14,600,000 元）。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二支付予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八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憑藉其優質品牌產品及市場推廣實力，自香港、澳門及華南

等據點擴展銷售分銷網絡至華東、華北及華西地區，目標是進一步提高其市場滲

透率，得益於中國高度發展、日漸成熟之消費市場。  

 

食品分部食品分部食品分部食品分部    

    

食品分部（包括麵粉及食用油業務）之營業額錄得 15%增長至港幣 1,113,000,000

元。該分部之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下跌 6%至港幣 77,000,000 元。 

 

本集團之食用油業務不斷投資研發，務求提供更多種類之健康產品。「紅燈」牌

食用油推出能加強人體吸收 DHA 及 EPA 之新 4：1 配方。「刀嘜」牌食用油推出

之全新高健高油酸配方系列，更榮獲香港心臟專科學院指定為世界心臟日 2010 健

康食油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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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麵粉業務繼續進行策略性擴充，廣獲市場認同。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本集團位於江蘇省金壇之麵粉廠獲政府頒發「外向型農業補貼項目及補助資金」

及「創建名牌產品」榮譽，表揚本集團長久以來對質量及品牌發展之努力。除致

力研發推廣「金像」牌麵包粉、「美玫」牌糕點粉、「刀嘜」及「紅燈」牌食用

油等旗艦品牌外，本集團亦專注於人力資源發展，為未來業務擴展需要做好準

備。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本集團與中國國家糧食局合作推出中國首個高級製粉職

業技能培訓計劃。本集團合共 14 名麵粉製粉師通過審核，獲當局認可為中國首批

具備了國家高級制粉職業技能資格。 

 

由於本集團之華北及華東麵粉廠帶來額外產能，期內麵粉產品之銷售額錄得 35%

增長。然而，商品價格急升令分部毛利率受壓。本集團將繼續盡力減少其採購、

生產及分銷成本，以改善業績。 

 

清潔用品分部清潔用品分部清潔用品分部清潔用品分部    

    

清潔用品分部之營業額錄得 14%增長。該分部之經營溢利為港幣 19,000,000 元。 

 

受惠於本集團分銷網絡擴展至新市場，該分部於華東、華北及華西之總銷售額上

升 55%。期內，該分部成功於中港兩地推出新產品，包括新斧頭牌花茶護膚洗潔

精，及以全新包裝及配方登場之改良版「斧頭」牌衣物柔順劑。斧頭牌花茶護膚

洗潔精開創先河，在洗潔精中加入保濕護膚因子。此衣物柔順劑之新容器設計時

尚高雅，嶄新殺菌 99.9%之配方深受家庭用戶愛戴。而本集團專為工商用戶而設

之「即潔保」產品系列亦廣為區內連鎖快餐店與酒店所採用。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預期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增長步伐仍會繼續領先其他主要已發展國家。國內消費者

收入及購買力日增，將刺激銷售加快，而對高質又安全健康之食品需求上升，亦

會為本集團之分部開拓龐大商機。經過多年致力於提供優質產品及建立信心品

牌，本集團具備有利條件透過優質品牌產品發揮此潛在優勢。南順將繼續透過策

略性投資及市場拓展，鞏固其長期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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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鑒於中國政府實施內外監管措施減緩增長速度，本集團預期國內市場仍然

反覆。本集團將會密切留意可能影響社會經濟平衡之因素，如對食品及物業價格

之通脹控制。競爭對手亦會利用市道週期推出優惠計劃，增加市場份額。本集團

將繼續加強其核心競爭力，以多元化產品面對挑戰。本集團充滿信心，定能令南

順更上一層樓，成為區內食品及清潔用品供應商之翹楚。 

 

    

流動資金及財政狀況流動資金及財政狀況流動資金及財政狀況流動資金及財政狀況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淨現金港幣 234,000,000 元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 503,000,000 元) 。相關跌幅主要是流動資產上升所致。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有現金港幣 374,000,000 元(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 港幣 569,000,000 元)。其中 83%為人民幣，11%為港元，5%為美元，及 1%

為澳門幣。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有港幣 435,000,000 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港幣 306,000,000 元) 銀行備用信貸額 ，當中已動用的金額為港幣 140,000,000

元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港幣 65,000,000 元) 。所有銀行貸款均為浮息及需在

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於總部集中處理所有融資活動。對採用金融及對沖工具的使用有嚴格規

管，慬可用以處理及減輕與貿易相關的商品價格風險。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貨周轉期為 117 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65

日) 。本集團為了秉承審慎的存貨管理原則，因而需要維持較高的庫存量，以確

保優質蛋白麵粉的供應。應收賬款周轉期保持在 23 日的穩健水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21 日) 。 

  

有鑑擁有穩健的流動比率及財務狀況，管理層相信，本集團有充足資源應付日常

營運活動及資本開支承擔。 

 

    

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資本開支    

 

期內，本集團共投資港幣 19,000,000 元以購置設備及用於樓宇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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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收益表 ( ( (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銷售成本 

 
2 
 

 

1,281,281,281,288,1608,1608,1608,160

(1,048,457(1,048,457(1,048,457(1,048,457

    

    

))))    

1,123,149

(880,513

 

 

) 

 
毛利 
 
其他收入 
銷售及分銷費用 
行政費用 
其他經營費用 

  

239,703239,703239,703239,703

24,34224,34224,34224,342

(132,417(132,417(132,417(132,417

(57,504(57,504(57,504(57,504

(92(92(92(92

    

    

    

    

))))    

))))    

))))    

242,636

14,990

(118,526

(54,768

(806

 

 

 

 

) 

) 

) 

 
經營溢利 
融資成本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的溢利 

 
 
3 

 

74,03274,03274,03274,032

(1,241(1,241(1,241(1,241

806806806806

    

    

))))    

83,526

(259

1,348

 

 

) 

 
除稅前溢利 
稅項支出 

 
2,3 
4 

 

73,59773,59773,59773,597

(10,785(10,785(10,785(10,785

    

    

))))    

84,615

(13,190

 

 

) 

本期溢利   62,81262,81262,81262,812    71,425 

 
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非控股權益 

  

62,81262,81262,81262,812

----

    

71,425

-

 

 

 

 

 
本期溢利 

   
62,81262,81262,81262,812

 

    
71,425

 

 

 
 
股息 – 結算日後擬派中期股息 

 
 
5 

 

14,60114,60114,60114,601

 

14,601

 

 
每股盈利(港元) 
基本 

 
6 

0.260.260.260.26 0.30

 

攤薄  0.260.260.260.26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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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62,81262,81262,81262,812

    

    71,425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公允價值之變動 
 
 折算海外業務的財務報表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2222

15,15,15,15,222277778888

    

92

1,551

 

 

  

15,15,15,15,282828280000

    

1,643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77778,8,8,8,090909092222

    

73,068

 

        

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非控股權益 

  

77778,8,8,8,090909092222

----    

    

73,068

-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78,78,78,78,090909092222

    

7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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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598,203598,203598,203598,203         595,752
 租賃土地   78787878,460,460,460,460         77,876 
 無形資產   2,5552,5552,5552,555         2,598 
 共同控制個體權益 7  55,13955,13955,13955,139         54,333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   524524524524         551
 遞延稅項資產      1,1251,1251,1251,125         1,398
   736,006736,006736,006736,006         732,508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615,662615,662615,662615,662         312,302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8  222266667777,242,242,242,242         189,591 
 貿易金融資產   219219219219         - 
 應收共同控制個體款項   18,32318,32318,32318,323         8,659 
 現金及現金等額   374,169374,169374,169374,169         568,789 
   1,275,6151,275,6151,275,6151,275,615         1,079,341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40,000140,000140,000140,000         65,459
 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9  390,5390,5390,5390,577772222         324,695
 應付稅款   19,96019,96019,96019,960         15,582
 其他流動負債   6,5916,5916,5916,591         6,388
   557,1557,1557,1557,122223333         412,124  

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淨流動資產   718,718,718,718,494949492222         667,21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54,1,454,1,454,1,454,494949498888         1,399,725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11  
 其他非流動負債   566566566566         627  

   566566566566         638 
 

             
 

資產淨額資產淨額資產淨額資產淨額 
     

1,453,91,453,91,453,91,453,933332222     
 

1,399,087 
 

             
 

資金及儲備資金及儲備資金及儲備資金及儲備             
 

 股本 

  儲備 

  243,354243,354243,354243,354    

1,199,71,199,71,199,71,199,722227777    

     243,354 

1,144,882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443,1,443,1,443,1,443,080808081111         1,388,236  

 非控股權益   10,85110,85110,85110,851         10,851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1,453,91,453,91,453,91,453,933332222        
 

1,399,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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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1.1.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主板上巿規則之規定而編

製，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二零零九/二零一零年度之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之同一會計政策而編

製。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篩選之解釋附註。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二

零零九/二零一零年度以後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作用之事件及交易。本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份財務報告表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的資料未經審核及並不構成法定財務報表。本中期財務報告內的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乃摘錄自本公司之法定財務報表。本公司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財務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聯交所的網址(http://www.hkex.com.hk)

或本公司的網址(http://www.lamsoon.com) 取得。核數師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發表之報

告中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無保留意見。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若干於本集團本會計年度首次生效經修訂之及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並沒有採納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本集團現正評估

初次採納這些新訂、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時對本集團可能帶來的影響。總括而言，除了採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會改變本集團對金融工具的分類和計算，並可能

會影響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外，採用這些新訂、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暫時不會對本集

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修訂本）， 關連人士之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十四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九號—確定福利資產之限制、
最低資金要求及其相互影響
—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零年改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七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

— 金融資產轉移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二號（修訂本）， 所得稅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由下列或以後由下列或以後由下列或以後由下列或以後
會計期間開始生效會計期間開始生效會計期間開始生效會計期間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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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本集團業務按下列分部列示，與內部提供給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作資源分配及考核

所用的一致。 

 

食品： 製造及分銷一系列食品，包括麵粉及食用油。 

 

清潔用品:  製造及分銷家用及工業用清潔用品。 

    

    ((((aaaa))))    分部業績及資產分部業績及資產分部業績及資產分部業績及資產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各分部間之資源配置而言，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根據下列事項

監控各需作報告分部之業績及資產: 

  

用於報告分部溢利之表示方法為「經營溢利」。為了得出經營溢利，本集團之盈利就並

無明確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總公司或企業行政成本)作出進一調整。 

 

分部資產包括全部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聯營公司權益、共同控制個體權

益、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企業資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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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續)    
    

    ((((aaaa))))    分部業績及資產分部業績及資產分部業績及資產分部業績及資產(續)    
 

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提供作資源分配及業績考核之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六個月的報告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截至十二月三十截至十二月三十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一日止六個月一日止六個月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食品食品食品食品    清潔用品清潔用品清潔用品清潔用品    分部總計分部總計分部總計分部總計     食品 清潔用品 分部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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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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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外來客戶之收
入及需作報告
分部之收入 1,112,9521,112,9521,112,9521,112,952    171,921171,921171,921171,921    1,284,8731,284,8731,284,8731,284,873    

 

968,399 151,259 1,119,658 

                 

需作報告分部之
 經營溢利 77,03377,03377,03377,033    19,16119,16119,16119,161    96,19496,19496,19496,194    

 

81,962 24,122 106,084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食品食品食品食品    清潔用品清潔用品清潔用品清潔用品    分部總計分部總計分部總計分部總計     食品 清潔用品 分部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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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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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作報告分部之

資產 1,773,7431,773,7431,773,7431,773,743    140,291140,291140,291140,291    1,914,0341,914,0341,914,0341,914,034     1,411,160 172,540 1,5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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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續)    
 

    ((((bbbb))))需作報告分部收入需作報告分部收入需作報告分部收入需作報告分部收入、、、、溢利及資產之調節表溢利及資產之調節表溢利及資產之調節表溢利及資產之調節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需作報告分部之收入  1,284,8731,284,8731,284,8731,284,873        1,119,658  
服務及租金收入  3,2873,2873,2873,287        3,491  
           
綜合營業額  1,1,1,1,288288288288,,,,160160160160        1,123,149  

           
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需作報告分部之經營溢利  96,19496,19496,19496,194        106,084  
應佔共同控制個體的溢利  806806806806        1,348  
融資成本  ((((1,1,1,1,222241414141    ))))    (259) 
未分配之匯兌(虧損)/收益  (120(120(120(120    ))))    1,130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費用  (22,042(22,042(22,042(22,042    ))))    (23,688) 
           
綜合除稅前溢利  73,59773,59773,59773,597        84,615  

           
  二零一零年十二二零一零年十二二零一零年十二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需作報告分部之資產  1,914,0341,914,0341,914,0341,914,034     1,583,700  
分部間應收款之抵銷  (31,342(31,342(31,342(31,342 ))))    (29,445) 
       
  1,882,6921,882,6921,882,6921,882,692     1,554,255  
聯營公司權益  55,13955,13955,13955,139    54,333 
應收共同控制個體款項  18,32318,32318,32318,323    8,659  
遞延稅項資產  1,1251,1251,1251,125     1,398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資產  54,34254,34254,34254,342     193,204  
       
綜合總資產  2,011,6212,011,6212,011,6212,011,621     1,81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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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的利息 1111,,,,241241241241     259  

      

    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其他項目         

折舊及攤銷 26,72426,72426,72426,724     22,508 

職工成本 90,51690,51690,51690,516     87,107 

淨外幣匯兌收益 (10,317(10,317(10,317(10,317))))    (925) 

呆壞賬(回撥)/準備 (1,011(1,011(1,011(1,011))))    120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 (7,603(7,603(7,603(7,603))))    (8,442) 

存貨減值 388388388388     398 

            
            

4444....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稅項支出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稅項 ─香港利得稅 (a) 2,4932,4932,4932,493        4,691  
本年稅項 ─香港以外 (b) 8,0308,0308,0308,030        8,211  
遞延稅項 (b) 262262262262        288  
            
  10,78510,78510,78510,785        13,190  

                            
附注:  
 

(a) 在香港經營的集團公司之利得稅準備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 (二零零九

年:16.5%) 計提。  

 

(b) 海外稅項指於中國國內經營之若干附屬公司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該地當時之稅率計算的

稅項 支出，其所得稅稅率介乎 22%至 25%之間(二零零九年: 20%至 25%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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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支出支出支出支出(續)    
 

本集團在中國國內經營之附屬公司需就分派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所得的利潤繳付扣繳

稅。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本集團於中國國內之附屬公司未分配利潤的時

間性差異為港幣 230,179,000 元(二零零九年: 184,572,000 元) 。由於本公司控制該等附屬

公司的股息政策，並已決定於可見未來該等附屬公司很可能將不會分派股利，因此並未

就分派該等利潤時應付之扣繳稅確認遞延稅項負債。 

 
5555....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擬派發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6 仙  

 (二零零九年: 每股港幣 6 仙) 14,60114,60114,60114,601     14,601  

       
期末後擬派發之中期股息，並沒有於期末列為負債項目。 

 

6666....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港幣 62,812,000 元（二零零九年：港幣

71,425,000 元）及於本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41,961,000 股（二零零九年：

241,961,000 股）計算。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港幣 62,812,000 元及於本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

均數 242,509,000 股，計算如下：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千千千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41,961241,961241,961241,961  

按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視作已發行、出售金額為零普

通股的影響      548548548548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普通股(攤薄)之加權平

均數      242,509242,509242,509242,509  

       
由於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没有具潛在攤薄作用之普通股，因此，截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並沒有列示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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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共同控制個體權益共同控制個體權益共同控制個體權益共同控制個體權益    

 

代表本集團所佔共同控制個體資產淨額。該共同控制個體在香港及澳門市場從事混合及分

銷食用油、植物油及白乳油業務。 

 

8888....    應收賬款應收賬款應收賬款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按金及預付款按金及預付款按金及預付款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壞賬準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十二二零一零年十二二零一零年十二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個月 144,211144,211144,211144,211  128,147
四至六個月 2,0122,0122,0122,012  769
六個月以上 659659659659  -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 146,882146,882146,882146,882  128,916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 118,009118,009118,009118,009  58,214

租賃土地 – 流動性部份 2,3512,3512,3512,351  2,461

  

 267,242267,242267,242267,242  189,591

    
    

9999....    應付賬款應付賬款應付賬款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應付貿易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十二二零一零年十二二零一零年十二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個月 274,274,274,274,397397397397  195,289
四至六個月 3,5293,5293,5293,529  833
六個月以上 1,21,21,21,235353535  1,375
  

應付貿易款總額 279,161279,161279,161279,161  197,497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111,391111,391111,391111,391  127,198

  
 390,552390,552390,552390,552  32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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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000....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香港稅務局「(稅局)」對本集團若干公司進行稅務審查。在稅務審查有結果以前，本集團就

二零零二/零三年及二零零三/零四年之課稅年度的保障性評估向稅局繳付了港幣 3,608,000

元。經考慮稅務顧問的專業意見後，本集團在二零一零年二月呈交了一個和解方案供稅局

考慮。在二零一一年一月，稅局就二零零四/零五年的課稅年度，對本集團若干公司發出額

外保障性評估。本集團已就有關保障性評估向稅局提出反對。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之審閱董事會審核委員會之審閱董事會審核委員會之審閱董事會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經已由本公司之董事會審核委

員會作出審閱。該等中期業績之資料並不屬於法定賬目。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一套以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港交所守則」) 之原則為

本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期間，本公司一直符合港交所守則，惟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但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

組織章程細則及企業管治守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因此，本公司認為

該等條文足以符合港交所守則有關條文之精神。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三月三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星期二(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必須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日星期三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及轉讓登記處 ─ 香港經理秘書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北角電氣道 183 號友邦廣場 34 樓 340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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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 

 

 

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郭令海先生 羅廣志先生 
 羅啟耀先生 

集團董事總經理： 區熾明先生 

梁偉峰先生  
  
非執行董事：  

黃上哲博士  

陳林興先生  
曾祖泰先生  
丁偉銓先生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鄭文英鄭文英鄭文英鄭文英    

 

 

香港，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五日 

    
本公佈可於本公司網頁 http://www.lamsoon.com 內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