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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年度中期業績

業績

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以及二零零一年同期之比較數
字詳列如下：－

精簡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96,064 400,241
銷售成本 (304,364) (300,503)

毛利 91,700 99,738
其他收入 3,355 5,693
分銷成本 (14,489) (17,434)
行政費用 (38,895) (48,559)

經營溢利 41,671 39,438
證券投資減值虧損 (4,553) －
投資收入 1,591 2,261
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債務利息 (171) (576)

除稅前溢利 38,538 41,123
稅項 3 (4,902) (8,122)

本期溢利淨額 33,636 33,001

股息 4 6,709 6,709

每股盈利 5

基本 10.03仙 9.8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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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會計政策

(i) 編製基準

此簡明財務報告書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適用之披露規定及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二十五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ii) 基本會計政策

此簡明財務報告書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而因應非買賣證券投資及投資物業之重估值作出
修改。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首次採納下列會計實務準則。採納此等會計實務準則僅導致現金流量表
之呈列方式有所變動，但並未有對本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有任何重大影響。

證券投資

證券投資乃於交易日確認入賬及按最初成本值計算。

於隨後之報告日期，本集團表明有意及有能力持有至期滿日之債務證券（持至期滿日之債務
證券）乃按經攤銷原值減任何已確認減損計算，以反映不可收回款項。於獲得持至期滿日之債
務證券產生任何折讓或溢價，須加上該證券年期內之其他應收投資收入按年計攤銷，使各個期
間所確認之收入固定，達致固定之投資收益。

所有持至期滿日債務證券以外之證券按隨後之報告日期之公平價值計算。

就持有作買賣用途之證券而言，未變現之收益及虧損乃入賬為期內之溢利或虧損淨額。就其他
證券而言，未變現之收益及虧損乃於儲備中處理，直至有關證券售出或斷定為已減值為止，屆
時累積收益或虧損即入賬為期內之溢利或虧損淨額。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指因其投資潛力而持有之已落成物業。所有租金收入均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

投資物業按其公開市值列賬。因重估投資物業而產生之增值撥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中，而因
重估投資物業而產生之減值則於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中扣除，除非儲備結餘不足抵銷減值，則
該等減值超出投資物業重估儲備結餘之數目自收益表內扣除。如減值早於重估增值產生前已
於收益表內扣除，則該增值按照之前減值扣除之數目撥入收益表內。

如出售投資物業，則該物業於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應佔之餘額將計入收益表內。

尚餘有關租賃期少於二十年之投資物業不作折舊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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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五號（經修訂），現金流量劃分為經營、投資及融資三項，而非過往之
五項。過往獨立呈列之利息及股息分類為投資或融資現金流量。除非就收入稅項產生之現金
流量可獨立列入投資或融資活動，否則納入經營業務。此外，就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呈列之
數額已作修訂，剔除屬投資性質之定期存款。於現金流量表呈列之比較數字已因應重新界定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而重列。

除以上所列者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
務報告書貫徹一致。

2. 分部資料

業務分部

為便於營理，本集團目前劃分為兩大經營部門一家庭電器產品及個人護理產品。本集團之主要分
部資料報告均以上述部門為基礎。

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家庭 個人 未經審核

電器產品 護理產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99,781 96,283 396,064

分部業績 39,468 2,203 41,671

證券投資減值虧損 (4,553)

投資收入 1,591

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債務利息 (171)

除稅前溢利 38,538
稅項 (4,902)

本期溢利淨額 3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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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家庭 個人 未經審核

電器產品 護理產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86,013 114,228 400,241

分部業績 36,990 2,448 39,438

投資收入 2,261

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債務利息 (576)

除稅前溢利 41,123
稅項 (8,122)

本期溢利淨額 33,001

3.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估計
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
本期 4,776 5,306

過往年度超額準備 － (400)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有關
司法權區之現有稅率計算
本期 592 246
過往年度不足準備 － 901

5,368 6,053

遞延稅項 (466) 2,069

4,902 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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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息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已付股東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5港仙（二
零零一年末期股息：6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 3港仙（二零零一年特別股息：沒有）。

董事會擬於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三日或以前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2港仙（二零零一年：每股 2港仙）予二
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5.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下列數字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
盈利之溢利 33,636 33,001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股數 股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 335,432,520 335,432,520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三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止
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送達本公司
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111號永安
中心 5樓），方符合資格享有上述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與前瞻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 396,064,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400,241,000港元），儘管營業額輕微下降 1%，除稅後溢利上升 2%至 33,636,000港元（二零零
一年：33,001,000港元）。每股盈利上升 2%至 10.03港仙（二零零一年：9.84港仙）。董事會決
定派付中期股息每股 2港仙（二零零一年：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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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方面之營業額上升 14%至 194,970,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49%，而美洲的營業額則
下降 12%至 148,683,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38%。銷往美洲之產品主要為個人護理產品，
受到美國西岸碼頭工人罷工影響，部分原訂於九月付運之貨品延至十、十一月。亞洲及
其他市場之營業額減少 13%至 52,411,000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13%。

家電產品的營業額上升 5%至 299,781,000港元（二零零一年﹕286,013,000港元），佔本集團
營業額 76%。個人護理產品的營業額下降 16%至 96,283,000港元（二零零一年﹕114,228,000
港元），佔本集團營業額 24%。

經營環境仍然甚為困難，且競爭有趨於白熱化之勢。本集團正不斷面對着客戶要求減
價壓力。儘管營商環境不利，且滿佈困難，本集團成功進一步簡化成本架構，經營溢利
因而上升 5%。雖然毛利率因為售價下調而下降，惟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減省抵銷了這
方面的影響。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狀況維持穩健，流動資金狀況良好。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的資產淨值達 406,309,000港元，而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則達 160,261,000港元。本集團現
有現金儲備，連同備用銀行信貸，定能提供充裕財務資源，以便於有需要時，應付現有
承擔營運資金需要、本集團進一步擴展業務及未來投資商機所需。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重點改善生產質素及效率、開發新產品及控制成本。鑑於目前
全球經濟狀況仍然低迷，營商環境料將持續艱困。然而，憑藉本集團的穩健財務狀況、
對於生產及產品開發的決心和重視，我們定能克服前路的種種挑戰。

購買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整個會計期間均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和會計師一起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
核中期財務報表。

於聯交所網站發佈中期業績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6(1)至 46(6)段所載之規定，須予公佈關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之中期業績資料，將於稍後在聯交所的互聯網站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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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擬藉此機會謹代表董事會向本集團之僱員、股東及業務聯繫人士對本集團作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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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張樹穩

香港，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