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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亞倫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零一二零零一二零零一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度中期業績二零零二年度中期業績二零零二年度中期業績二零零二年度中期業績 
 

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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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以及二零零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詳列

如下：－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重申列帳 

 附註 千港幣  千港幣 

 

營業額 2 400,241  513,870 

銷售成本  (300,503 ) (390,101 ) 

     

毛利  99,738  123,769 

其他收入  5,693  5,099 

分銷成本  (17,434 ) (22,244 ) 

行政費用  (48,559 ) (52,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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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溢利  39,438  54,218 

財務費用  (576 ) (1,295 ) 

投資收入  2,261  6,040 

     

除稅前溢利  41,123  58,963 

稅項 3 (8,122 ) (10,852 ) 

     

本期溢利淨額  33,001  48,111 

     

股息 

 

  擬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2仙 

    （二零零零年：2仙） 4 6,709  7,816 

     

每股盈利 5 

 

  基本  9.84仙  15.05仙 

     

  攤薄  不適用  14.49仙 

     

附註： 

 

1. 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i)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此簡明財務報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二十五條「中期

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條例附件十六之披露要求編製。 

 

(ii) 基本會計政策基本會計政策基本會計政策基本會計政策 

 

此簡明財務報告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而因應若干證券投資之重估值作出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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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集團於本期首次採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新增／修改之會計實務準

則。編製本中期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之財務報告一致。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或宣派之股息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 9條（經修訂）「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於結算日後建
議派發或宣派之股息於結算日不會確認為負債，但會作儲備一部份披露。該

項會計政策改變於應用上具有追溯性，並導致前一期間調整及增加於二零零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股東權益為 20,126,000港元（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增加為 18,983,000港元）。 

 
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營業額 經營溢利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幣  千港幣  千港幣  千港幣 
 
主要業務 
  製造及經銷  
    家庭電器 286,013  312,828  37,162  36,494 
  製造及經銷  
    個人護理產品 114,228  192,474  2,448  17,077 
  製造及經銷 
    玩具（附註 1） －  8,568  (172 ) 647 
        
 400,241  513,870  39,438  54,218 
        
地區 
  美洲 168,819  232,674  17,064  24,549 
  歐洲 171,247  218,614  17,023  23,066 
  亞洲 44,543  45,833  4,287  4,836 
  澳洲及紐西蘭 10,133  11,669  450  1,231 
  非洲 5,499  5,080  614  536 
        
 400,241  513,870  39,438  5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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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在這期間，集團並無製造及經銷玩具。截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所有玩具主要銷售到美洲地區。 

 

(2) 按地區分類之營業額乃按工廠付運產品之交貨目的地作準。 

 

3.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幣  千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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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6  7,605 

  過往年度超額準備 (400 ) － 

 

中國其他地區所得稅 

  按現行適用稅率計算 

  本期 246  900 

  過往年度不足（超額）準備 901  (98 ) 

    

 6,053  8,407 

遞延稅項 

  本期 2,069  2,445 

    

 8,122  1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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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日，已付股東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末期股息每股 6仙（二

零零零年末期股息：6仙。 

 

本公司董事會擬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或以前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2仙（二零零

零年：每股 2仙）予二零零二年一月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5.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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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港幣  千港幣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之溢利 33,001  48,111 

    

 股數  股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35,432,520  319,678,968 

    

購股期權攤薄之影響   12,382,865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332,061,833 

    

因所有剩餘之購股期權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到期，對本期之每股攤薄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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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二年一月八日至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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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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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回顧與前瞻業務回顧與前瞻業務回顧與前瞻業務回顧與前瞻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為 400,241,000港元（二零零零年：

513,870,000港元），減少 22%，而除稅後溢利為 33,001,000港元（二零零零年：48,111,000

港元），減少 31%。每股基本盈利為 9.84仙（二零零零年：15.05仙），減少 35%。 

 

於回顧期六個月內，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 113,629,000港元。各業務及市場產生之營業額

同時下跌。美洲及歐洲方面營業額分別大幅減少 27%及 22%。經營環境自二零零一年初起

惡化。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市場需求疲弱，售價下調壓力浮現，客戶紛紛減低存貨

量及押後訂單，本集團業務因而受到負面影響。九一一美國慘劇更進一步加劇該等不利因

素之影響。 

 

儘管經營環境艱鉅，本集團仍能維持盈利能力。除稅後溢利減少主要歸因於銷售量及價格

下調導致營業額下降。然而，由於本集團致力削減原料及製造成本，故仍能維持佔銷售額

25%的毛利率。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表顯示財務狀況穩健，加上良好之流動資金狀況，負債比率處於極低水

平。本集團現有現金儲備及可動用銀行融資提供了充裕流動資金，足以應付現有承擔及營

運資金需要。 

 

全球經濟展望無疑會對本集團之業務表現帶來影響，然而，本集團深信能面對未來之種種

變化及挑戰。本集團已推行多項成本削減計劃，以進一步改善本集團之成本結構、營運效

率及競爭力。憑藉本集團之豐富經驗、無比決心及雄厚財務資源，本集團定能應付艱鉅之

業務環境，順利渡過前所未見之經濟衰退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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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購買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購買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購買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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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應用守則最佳應用守則最佳應用守則最佳應用守則 

 

在本財政期內，本公司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此等董事須於本公司之

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和會計師一起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

中期財務報表。 

 

致謝致謝致謝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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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

及支持致以深切之謝意。 

 

承董事會命 

董事 

張麗斯 

 

香港，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