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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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止9個月未經審核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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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止之9個月未經審核季度業績及2019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以港幣為單位） 

  截至9月30日止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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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492 839,085 

    

銷售成本  (772,296) (738,054) 

    

毛利  133,196 101,031 

    

其他收入  2,000 3,085 

    

其他淨(虧損)/收益  (47) 7,872 

    

銷售費用  (11,498) (11,321) 

    

一般及行政費用  (72,933) (77,584) 

    

除稅前溢利  50,718 23,083 

    

所得稅  (10,885) (1,602)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39,833  21,481 

    

每股盈利 1   

基本，港仙  8.06  4.35 

    

攤薄，港仙  8.03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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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損益表 

（以港幣為單位） 

 

 截至9月30日止9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39,833 21,48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之後或重新歸類於損益的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的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4,920 (8,532)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之全面收益總額 44,753 1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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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以港幣為單位） 

 
  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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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39  169,692 

使用權資產  8,737  8,973 

遞延稅項資產   3,373  3,424 

     

  155,149  182,089 

       

流動資產     

存貨  147,427  124,49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342,181  278,45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57,128  255,198 

       

  746,736  658,14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項  261,166  229,428 

應付股息  457  282 

應付稅項  9,160   4,398 

       

  270,783  234,108 

       

流動資產淨值  475,953  424,03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31,102  606,12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73        173 

       

資產淨值  630,929  605,95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62,333  462,333 

儲備  168,596  143,621 

       

總權益  63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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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溢利約港幣39,833,000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9個

月：港幣21,481,000元)及根據期內之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約494,500,000股(截至2019年9月30日

止9個月：494,092,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是以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溢利約港幣39,833,000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9個

月：港幣21,481,000元)及根據期內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約496,018,000股(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9個月：

497,289,000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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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首九個月，我們看到在空氣淨化器，修飾和鬚刨產品的銷售需求較 2019 年同期相比有所

增長。鑑於持續影響各行各業的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而本集團的業務一直在建立一種以人為本，

富想像力和敏捷性的新常態，以致成功爭取更多的市場份額及市場機會。本集團於 2020 年首九個月

的營業額為港幣 905,492,000 元，較 2019 年同期營業額港幣 839,085,000 元增加 7.91％。本集團的淨

溢利為港幣 39,833,000 元，較 2019 年同期的淨溢利港幣 21,481,000 元大幅增加 85.4％。 

 

在 2020 年的首九個月中，本集團的部份產品，如空氣淨化器對於許多在新常態下而需要在家工作的

人來說已成為必需品。儘管首九個月的銷售收入和淨溢利有所增長，但本集團的管理層在分配內部

資本資源、人力資源、信息技術以及不動產，廠房和設備投資方面，仍會採取保守和謹慎的能度，

以確保能明智地運用資金。因此，本集團減慢了自動化生產和設備方面的資本支出，但本集團仍會

繼續在新的研發創新、新的信息技術系統及新的知識產權上投放更多資金。新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

升級正在進行中，我們的員工正開始在線上接受培訓，以學習如何運用基於網絡及更為方便使用的

新操作平台。新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更可以連接到我們部份客戶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以加快數據

交換及執行更有意義的數據分析，從而更快地探索在線電子商務的商機。本集團管理層非常重視網

絡安全，並積極與顧問合作以改善我們的網絡安全。 

 

業績展望  

 

鑑於中美之間關係緊張，本集團的部份新產品在 2020 年第一季度延遲了發佈，但本集團的管理層仍

在繼續推出新的產品。儘管中美貿易持續緊張，本集團的管理層仍在韓國、日本、英國及歐洲等地

尋找新的商機。本集團在研發方面的投資使我們獲得了高新技術企業的資格，並允許本集團利用過

去幾年開發的新知識、專利和創新來尋找新的商機及新的細分市場來發展我們的業務。 

 

由於全球經濟和政治的不確定性以及持續的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影響新產品的發佈時間，因此本集

團管理層對未來業務前景會保持謹慎的態度。為了分散與行業和市場相關的風險，本集團管理層將

專注於新常態的三個層面：以用戶為中心的洞察力，創意構思和“快、狠、準”思維，務求探索更

多新商機。 

 

以用戶為中心的洞察力是高級管理人員的一種管理工具，可以分析新的消費者習慣出現時如何消除

舊的消費者習慣。例如我們的銷售和營銷團隊成員與客戶緊密合作，以探索電子商務平台中的新商

機，而我們的研發團隊開發的新產品將更適合新的消費者習慣，因為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令更多

的消費者留在家裡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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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構思涉及客戶和我們的創意團隊、設計團隊及研發團隊通過 Cisco WebEx，Microsoft Team 和 Zoom

等軟件進行在線合作，以應付令創意團隊成員無法親自聚集的旅遊限制。運用允許實時交流的技術

可以增強遠程個人構想以及遠程小組集思廣益的會議和討論。 

 

由於許多國家實施了社交距離的規則和法例，因此“快、狠、準”思維使我們的創意團隊能夠在線

上與客戶緊密合作一至兩週的時間，以進行對創新設計的實驗，使用虛擬現實的工具來進行非物質

的最終用戶實驗或模擬試驗，以培養從失敗中學習的文化，而這種文化可以容許失敗的虛擬實驗或

模擬結果，從而優化新產品的設計、功能和性能。成功適應更靈活和大膽創新的環境可以有效創建

一個經濟高效的平台，並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去發展創新產品。 

 

財政狀況 

 

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情況令人滿意。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比率為 2.76（2019 年 12

月 31 日：2.81）。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集團的資金速動比率為 2.21（2019 年 12 月 31 日：2.28）。

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集團的資本與負債比率為 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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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銀行結餘及現金額為港幣 257,128,000 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港幣 255,198,000

元) ，較 2019 年 12 月 31 日增長港幣 1,930,000 元。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經營產生的現金增加和

資本支出減少。 

 

於 2020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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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9 個月期間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之命 

利民實業有限公司 

黃乾利 

主席 
 

 

 

香港，2020 年 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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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潔心女士、范仁達先生、 伍耀明先生及羅廣信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