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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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0229） 

 

截至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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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止之9個月未經審核季度業績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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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1,054,660 905,492 

    

銷售成本  (938,592) (772,296) 

    

毛利  116,068 133,196 

    

其他收入  353 2,000 

    

其他淨收益/(虧損)  2,125 (47) 

    

銷售費用  (11,262) (11,498) 

    

一般及行政費用  (83,114) (72,933) 

    

除稅前溢利  24,170 50,718 

    

所得稅支出  (2,475) (10,885)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內之溢利  21,695  39,833 

    

每股盈利 1   

基本，港仙  4.36  8.06 

    

攤薄，港仙  4.34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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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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內之溢利 21,695 39,833 

   

本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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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5 4,920 

   

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內之全面收益總額 26,420 4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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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以港幣為單位） 

 
  2021年9月30日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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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35  153,021 

使用權資產  8,553  8,833 

遞延稅項資產   2,921  2,739 

     

  172,109  164,593 

       

流動資產     

存貨  219,563  176,77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356,551  325,561 

銀行及現金結餘  183,207  291,894 

       

  759,321  794,22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268,666  297,897 

應付股息  308  286 

即期稅項負債  6,085  5,253 

       

  275,059  303,436 

       

流動資產淨值  484,262  490,78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56,371  655,38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67       167 

       

資產淨值  656,204  655,21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67,578  462,333 

儲備  188,626  192,882 

       

總權益  656,204  65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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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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溢利約港幣21,695,000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9

個月：港幣39,833,000元)及根據本期期間之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約498,001,000(截至2020年9月

30日止9個月：494,500,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是以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內溢利約港幣21,695,000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9

個月：港幣39,833,000元)及根據本期期間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約499,749,000(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9

個月：496,0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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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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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同期相比有所

增長。持續影響各行各業的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令本集團成功爭取更多的市場份額及市場機會。

本集團於 2021 年首九個月的營業額為港幣 1,054,660,000 元，較 2020 年同期營業額港幣 905,492,000

元增加 16.47%。本集團的淨溢利為港幣 21,695,000 元，較 2020 年同期的淨溢利港幣 39,833,000 元相

比下降 45.54%。淨溢利大幅下降是由於本集團受到人民幣匯率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運輸成本上

升、成品出口集裝箱短缺等一系列宏觀經濟不利因素的影響。 

 

在 2021 年首九個月，隨著全球經濟回暖，本集團管理層面臨塑膠原料和電子零件短缺導致原材料成

本突然飆升的不確定因素。於 2021 年 8 月及 9 月，本集團亦曾遭遇停電導致我們的生產中斷。

幸運的是，本集團一些環保和美容產品對於在新常態下而需要在家工作的人來說已成為必需品。因

此，儘管淨溢利較令人失望，但首九個月的銷售收入仍增長了 16.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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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會採取樂觀和謹慎的態度，

以確保能明智地運用資金。新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升級已經完成，大部份員工正開始使用新的操作

平台，該平台與互聯網的連接性更好並更易於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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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管理層將加大對網絡安全的投資，以確保本集團管理層能夠利用這些分析工具

做出快速決策，同時將惡意黑客的威脅降至最低。 

 

業績展望 

 

由於持續緊張的貿易局勢、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和經濟不明確因素，本集團管理層預計 2021 年

最後一個季度將面臨嚴峻挑戰。本集團已經購買了新的備用發電機，以避免有如媒體廣泛報導於

2021 年 8 月和 9 月因地方政府電力供應有限而導致停產的情況。本集團管理層已進行全面風險評估，

並已制定應變計劃，以應對突然供應鏈中斷、停電以及洪水和颱風等不利氣候變化。 

 

從核心業務的角度來看，本集團管理層不斷開發新客戶，從而使我們的新產品組合多樣化。本集團

希望透過這些新客戶能夠帶來新的收入來源，並分散因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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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保持 高新技術企業的資格，並使本集團

能夠利用新知識、專利和創新來發展我們的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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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我們的客戶及供

應商建立更強大的合作關係。 

 

本集團將繼續投資並提升電腦化生產。本集團已開始使用新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平台，並將我們的

企業資源計劃系統與新的財務分析軟件相結合，以實現跨職能轉型，從而釋放集團的全部營運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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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通過仔細研究整個端到端流程，從了解客戶需求到交付成品，本集團管理層可以發揮整個價值

鏈的潛能從而開闢新的商機，並更有效地利用營運資金及更適當地管理可支配的支出。 

 

冠狀病毒大流行造成的出行限制仍然是與新舊客戶進行面對面討論新產品概念和策略的挑戰。新常

態促使本集團管理層重新考慮在企業對企業的區域市場中探索新的商機。在 2021 年，本集團將開發

適合企業對企業的區域市場的新產品，並將新產品引入鄰近的各個行業。 

 

財政狀況 

 

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情況令人滿意。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本集團的資金流動比率為 2.76（2020 年 12

月 31 日：2.62）。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本集團的資金速動比率為 1.96（2020 年 12 月 31 日：2.03）。

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本集團的資本與負債比率為 0.41（2020 年 12 月 31 日：0.45），計算基準為貿

易及其他應付賬款除以總權益。 

 

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銀行及現金結餘額為港幣 183,207,000 元，較 2020 年 12 月 31 日減少港幣 

108,687,000 元。減少主要由於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應收賬款增加和存貨增加。 

 

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及或然負債 ( 2020 年 12 月 31 日：無）。 

 

賬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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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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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健興先生 

 
非執行董事： 
熊正峰先生 

黃英傑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凌潔心女士 

羅廣信先生 

高少豐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