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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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0229）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3個月未經審核第1季度業績公告 

利民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0年3

月31日止之3個月未經審核季度業績及上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以港幣為單位）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22,273 256,263 

    

銷售成本  (194,893) (222,755) 

    

毛利  27,380 33,508 

    

其他(虧損)/收入  (2,416) 890 

    

其他淨收益  1,173 3,656 

    

銷售費用  (3,115) (4,383) 

    

一般及行政費用  (20,214) (25,355) 

    

除稅前溢利  2,808 8,316 

    

所得稅  (687) (659)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季度溢利  2,121  7,657 

    

每股盈利 1   

基本，港仙  0.43  1.55 

    

攤薄，港仙  0.4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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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損益表 

（以港幣為單位） 

 

      截至3月31日止3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季度溢利 2,121 7,657 

   

本季度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之後或於損益重新歸類的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的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無稅項之淨值 (5,164) 5,782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季度之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3,043) 1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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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以港幣為單位）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8,424  169,692 

使用權資產  8,724  8,973 

遞延稅項資產    3,370  3,424 

     

  170,518  182,089 

       

流動資產     

存貨  142,670  124,49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201,367  278,45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70,816  255,198 

       

  614,853  658,14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項  179,943  229,428 

應付股息  282  282 

應付稅項    2,062   4,398 

       

  182,287  234,108 

       

流動資產淨值  432,566  424,03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03,084  606,12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73       173 

       

資產淨值  602,911  605,95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62,333  462,333 

儲備  140,578  143,621 

       

總權益  602,911  60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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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是以本公司股東應佔經營業務溢利約港幣2,121,000元(截至2019

年3月31日止3個月：港幣7,657,000元)及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股數494,500,000股(截至

2019年3月31日止3個月：493,815,000股)普通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是以本公司股東應佔經營業務溢利約港幣2,121,000元(截至2019

年3月31日止3個月：港幣7,657,000元)及期內之加權平均股數496,152,000股(截至2019

年3月31日止3個月：497,276,000股)普通股(已攤薄)並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發行股

份之影響後計算。 
 
 
業績概要 

 

在 2020 年的首三個月，由于冠狀病毒爆發導致市場需求下降，以及在農曆新年後難

以恢復生產及將成品交付給客戶，因此本集團的營業額與 2019 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於 2020 年首三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為港幣 222,273,000 元，較 2019 年同期的港幣

256,263,000 元減少 13.26％。本集團的淨溢利為港幣 2,121,000 元，較 2019 年同期的淨

溢利港幣 7,657,000 元減少 72.30％。本集團的淨溢利大幅下降是由於中國的員工和廣

東省外的工人受到出入廣東省限制，導致工廠無法在農曆新年後的幾週內恢復生產至

滿載產能；以及我們供應鍊和物流均受到無法預料的中斷，導致部件延遲交付給我們

的工廠，以及我們延遲將成品運送給客戶。幸而本集團的客戶訂單並未因此而顯著減

少。 

 

在 2020 年的首三個月，本集團管理層面臨著由冠狀病毒爆發引起的不明確因素，對

員工的健康構成了威脅。當本集團在農曆新年後恢復生產時，病毒大流行也造成了供

應鏈的中斷，最明顯的是來自馬來西亞和泰國的供應商，當時這些國家擴大了對出行

的限制。農曆新年後，本集團在中國面臨臨時交通網絡關閉的問題。因此，我們許多

員工和工人難以回到工廠上班，我們的管理層花了六週的時間才能將生產能力恢復到

可接受的水平。幸而本集團採取三管齊下的策略去挽救我們的業務：(1)業務連續性（應

急計劃: 如何遠程遙控關鍵流程），(2)成本控制（應急計劃: 優化固定成本並採取快速

削減成本的節省人手開支的措施），以及(3)現金管理（訂定成品和關鍵原材料的安全

庫存水平，維持健康的現金水平以度過難關，並優先考慮停止資本支出並削減不必要

的支出）。 

 

為了避免利潤集中在相同的產品類別和市場，本集團管理層試圖擴大在不太受冠狀病

毒大流行影響的產品類別和市場中的銷售。本集團管理層已經確定了幾個新領域，本

集團可以運用我們的新技術來開髮美容和空氣淨化類別以及飲料和嬰兒護理新產品

類別的更多創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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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展望  

 

 

隨著集團在 2020 年繼續在中國和海外推出新產品，本集團管理層仍保持審慎樂觀的

態度。儘管冠狀病毒大流行，本集團管理層仍在繼續開發新客戶，使我們的新產品組

合能更多樣化。有了這些新客戶，集團希望能因此帶來新的收入來源，並分散將太多

收入集中在幾個主要客戶和產品類別上的風險。本集團在研發方面的投資使我們能夠

連續第四年保持高新技術企業的資格，並允許本集團利用新的知識、專利和創新發明

來發展我們的業務。在冠狀病毒大流行得到控制之後，本集團將會把握經濟復甦的轉

向時機，計劃並推出更積極進取的新產品。本集團管理層在面對市場低迷時將繼續保

持警覺性，並與我們的策略性客戶及供應商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以共度艱難時刻。 

 

當本集團能夠更快地進行信息流和處理時，數據分析和物聯網等技術可以提高本集團

的競爭力。技術還可以提高網絡安全性。在 2019 年，本集團開始了企業資源計劃系

統升級，並將在 2020 年完成數碼轉型項目。在該項目結束時，集團管理層期望我們

能夠擁有更快的數據處理能力，以處理自動查詢和報告，資料探勘，優化和預測分析。

我們還將把工作場所從靜態信息處理中心轉變為遠程遙控的動態信息網絡（例如使用

DocuSign 在線簽署合同，為企業資源計劃的財務模組配置電子銀行功能，並使用 ZOOM

主持在線會議和股東週年大會）。如果企業資源計劃升級成功，我們希望可以實施跨

職能運營轉型，釋放公司全部的營運潛力。此外，我們可以審查從了解客戶需求到最

終產品交付的整個端到端流程。在整個價值鏈中，我們可以開拓更多機會來發展我們

的業務。最後，更快的信息處理可以讓我們更有效地使用營運資金，並為可支配開支

作出更好的管理決策。 

 

財政狀況 

 

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情況令人滿意。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比率為 3.37

（2019 年 12 月 31 日：2.81）。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的資金速動比率為 2.59

（2019 年 12 月 31 日：2.28）。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 0.30

（2019 年 12 月 31 日：0.38），計算基準為貿易及其他應付賬項除以總權益。 

 

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銀行結餘及現金額為港幣 270,816,000 元，較 2019 年 12 月 31

日增加港幣 15,618,000 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港幣 255,198,000 元)。該增加主要由於

本集團管理層改善了現金流量管理。 

 

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及或然負債 (2019 年 12 月 31 日：無）。 

 

賬目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三個月期間未經審核的簡

明綜合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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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之命 

利民實業有限公司 

黃乾利 

主席 
 

 

 

 

香港，2020 年 5 月 15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黃乾利博士、黃英敏先生、黃文顯博士及莫健興先生 

 
非執行董事： 
熊正峰先生及黃英傑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啟雄先生、范仁達先生、 伍耀明先生及羅廣信先生 

 
代董事： 
張元坤先生(黃乾利博士之代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