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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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1）

二零一七年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權智（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或「權智（國際）」）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253,950 151,923
銷售成本 (220,473) (122,468)  

毛利 33,477 29,45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2,678 12,641
銷售及分銷支出 (13,298) (10,569)
行政支出 (23,693) (30,468)
研究及開發支出 (8,867) (9,740)
融資成本 4 (406) (864)
應佔合資公司（虧損）╱溢利 (30) 699  

稅前虧損 5 (139) (8,846)
所得稅支出 6 — (12)  

本期虧損 (139) (8,858)  

其他全面溢利╱（虧損）
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溢利╱（虧損）：
折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3,144 (4,922)  

本期全面溢利╱（虧損）總額 13,005 (13,780)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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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06) (8,119)
非控制權益 467 (739)  

(139) (8,858)  

應佔全面溢利╱（虧損）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752 (13,176)
非控制權益 253 (604)  

13,005 (13,780)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8 （港仙0.02） （港仙0.28）  

攤薄 （港仙0.02） （港仙0.28）  

有關股息之詳情於簡明財務報表附註7披露。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3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99,309 326,452
預付土地租賃款額 42,314 42,103
合資公司之投資 5,349 5,362
聯營公司之投資 17 17
可供出售投資 6,840 6,840
長期按金 17 372  
非流動資產總額 453,846 381,146  
流動資產
存貨 78,598 83,826
應收貿易賬款 10 63,705 43,54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28,787 20,151
應收一間合資公司賬款 129 133
可供出售投資 — 22,245
可退回稅款 1,757 1,70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0,101 137,757  
流動資產總額 243,077 309,36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44,284 48,41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72,486 70,090
附息銀行借貸 12 16,364 21,285
撥備 989 933
應付一附屬公司 — 非控制股東賬款 223 216
應付稅款 118 115  
流動負債總額 134,464 141,056  
流動資產淨值 108,613 168,30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62,459 549,454  
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股東貸款 13 121,000 121,000  
資產淨值 441,459 428,454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行股本 287,439 287,439
儲備 161,080 148,328  

448,519 435,767
非控制權益 (7,060) (7,313)  
股權總額 441,459 42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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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及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已就本期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採納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產生重大財務影響，而未
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之會計政策亦無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於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內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



— 5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2號修訂

以股份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修訂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保險合同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

金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及 
合營公司之間資產出售或注資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

來自客戶合同之收入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修訂

釐清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同之收入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

租賃 2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 投資物業轉讓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2號

外匯交易及預付代價 1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予採納

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前應用

本集團正在評估初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迄今為止，本集團認為採納該等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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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分類資料

本集團報告業務分類資料之主要形式為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金屬鎂產品 個人通訊產品 策略產品 企業及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111,157 34,821 107,972 — 253,950     

分類業績 1,200 (1,029) 1,609 (1,534) 246

對賬：
利息收入 51
融資成本 (406)
應佔合資公司溢利 (30) 

稅前虧損 (139)
所得稅支出 — 

本期虧損 (139)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分類資產 425,409 36,122 152,105 6,346 619,982
對賬：
未分配資產 76,941 

總資產 696,923 

分類負債 46,383 14,983 56,502 115 117,983
對賬：
未分配負債 137,481 

總負債 25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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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屬鎂產品 個人通訊產品 策略產品 企業及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41,045 23,575 87,303 — 151,923     

分類業績 (9,533) 2,024 (1,184) (539) (9,232)

對賬：
利息收入 551
融資成本 (864)
應佔合資公司溢利 699 

稅前虧損 (8,846)
所得稅支出 (12) 

本期虧損 (8,858)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分類資產 321,786 46,825 146,589 1,400 516,600
對賬：
未分配資產 173,910 

總資產 690,510 

分類負債 47,862 18,568 51,806 1,204 119,440
對賬：
未分配負債 142,616 

總負債 26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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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406 864  

5. 稅前虧損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之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存貨撥備 1,460 716
撥回其他應收賬款減值 — (5,905)
遞延開發成本攤銷 — 204
預付土地租賃款額攤銷 568 593
折舊 14,774 8,786
銀行利息收入 (51) (551)  

6. 稅項支出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
期內支出 — 其他地區 — 12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向股東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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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虧損60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8,119,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2,874,390,058股（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2,874,390,058
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本集團於該等期間概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30至90天。

以下乃應收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60天 56,391 41,357
61 – 90天 2,090 1,155
超過90天 5,224 1,034  

63,705 43,546  

10.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乃應付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60天 37,090 35,345
61 – 90天 3,250 2,986
超過90天 3,944 10,086  

44,284 4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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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息銀行借貸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實際利率 (%) 千港元 實際利率 (%)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
銀行借貸，已抵押並須於 
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4.0%-4.3% 16,364 3.7%-4.0% 21,285    

附註：

(a)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以下列各項作抵押：

(i) 以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賬面總值約6,825,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65,000港
元）之樓宇作按揭抵押；

(ii) 以本公司及本集團旗下附屬公司簽立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2017年上半年，國內主要有色金屬價格同比大幅回升，有色金屬行業效益有所改善。鎂價格
於今年前3個月主要受煤炭、硅鐵價格上漲而提振反彈，隨後煤炭供應緊張情況緩解，硅鐵
價格及鎂價格於年中亦相對回落，本集團2017年中期業績維持穩中有升。本集團位於新疆之
鎂製品生產商 — 新疆騰翔鎂製品有限公司於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回顧期內」）繼續為
本集團帶來收入貢獻，新疆基地之金屬鎂生產技術改造及擴產亦進展良好。電子業務方面，
回顧期內受惠於訂單增加而帶動收入增長。

以下為本集團各業務單位狀況之回顧：

金屬鎂業務

本集團位於新疆的鎂製品生產商，獲政府批准建設規模為年產能120萬噸蘭炭、10萬噸鎂合
金及10萬噸鐵合金。目前已建成的金屬鎂及蘭炭之兩條生產線年產能分別為1.5萬噸及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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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鎂合金業務是本集團未來重點發展方向。目前，金屬鎂生產線主要以生產鎂錠為主，優
化改造項目已順利完成，技術改造更能帶動本集團金屬鎂產品升級，為未來生產高質量鎂合
金產品奠定良好基礎，以符合本集團之營運策略，致力提升高毛利產品之生產及銷售比例。

新疆基地於2017年中已開展建設其第一期金屬鎂新增產能3萬噸生產線，當中包括鎂合金產
品生產，預計2018年將陸續投產運行。待第一期新增生產線完工後，新疆基地總產能將達
4.5萬噸。

本集團亦非常重視產品品質，新疆騰翔之金屬鎂產品生產於2017年1月獲得 ISO9001:2008認
證，標誌著本集團之產品品質備受認可。目前金屬鎂產品主要銷售予分銷商或用家，銷售網
絡主要集中於中國西北地區。

金屬鎂生產其中一項重要能源為煤炭資源，新疆的煤炭資源極其豐富，本集團新疆基地相比
其他地區有強大成本優勢。此外，新疆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橫貫歐洲及亞洲中部、南
部、西部等國家，增加本集團與該等區域溝通及合作機遇，開拓海外市場。

製造業務單位

受惠於觸摸屏業務的訂單持續增加，製造業務單位的收入維持增長，預期下半年度的收入將
進一步提升。本業務單位將繼續努力提高生產效率及改善營運效益。

策略產品策略業務單位

來自日本的收益有所增長，盈利亦錄得增長。預期下半年度該等收益將會顯著增加，並推升
策略產品策略業務單位的盈利表現。

個人通訊產品策略事業部

個人通訊產品策略業務單位的銷售收入保持增長，預料下半年銷售維持增長，業績保持平
穩。本業務單位將繼續開拓新客源，以提升收益。



— 12 —

其他發展

於2017年4月18日，本集團發表公告，與其母公司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世紀陽光」）
就可能重組簽訂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透過收購世紀陽光位於中國吉林省
白山市之金屬鎂業務（「白山金屬鎂業務」）權益，以進行可能重組。倘若可能重組獲落實，世
紀陽光於白山金屬鎂業務之權益將透過本集團持有。倘若有任何重大發展及／或訂立最終具
法律約束力之協議，本公司將酌情作出進一步公佈。

展望

隨著綠色環保越趨重要，發展節能減排相關科技是全球關注的議題。金屬鎂作為綠色輕合金
金屬結構材料，其輕量化特性已成為減重節能的重要原材料之一，並廣泛應用於交通、通訊
設備、軍事、航空、航天、建材及醫療領域，對推動綠色環保有著標誌性作用。

工信部發佈的《有色金屬工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簡稱「有色十三五規劃」），帶動有色
金屬市場需求潛力和發展空間。有色十三五規劃指出，2020年主要有色金屬消費需求及產量
預測，鎂被列入了五大主要品種，複合年增長率為7.1%，為年均增長率最高的金屬品種，預
計2020年鎂產量將達到130萬噸。該規劃更鼓勵和支持包括鎂合金材料在內的有色金屬的廣
泛應用，以技術創新為驅動力，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拓展行業發展新空間。

本集團憑藉管理層豐富的行業經驗、以及於鎂合金項目投入的資源，將抓緊行業的發展機
遇，積極推進金屬鎂業務。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銷售收益為約253,950,000港元，較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增加67%。於回顧期，金屬鎂、個人通訊產品及策略產品業務單
位分別錄得銷售收益111,157,000港元、34,821,000港元及107,97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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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回顧期之營運溢利為約26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虧損約7,982,000港
元）。扣除融資成本約40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864,000港元）後，除稅前虧
損為約13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約8,846,000港元）。

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為70,10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37,757,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為16,364,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285,000港元）。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為浮息短期借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總額除以股東權益總數）為
3.6%。回顧期內之利息支出為406,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或然負債。

外匯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大部份商業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日圓、美元或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一貫之財
務政策為小心控制重大外匯風險，並在其可能對本集團造成重大風險時盡量減低外匯風險。
於過去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利率或外匯之投機活動。

員工關係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聘有65名僱員（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
名），於中國聘有1,063名僱員（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0名）及於日本聘有5名僱員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名）除薪酬外，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有薪年假、醫療保險及
公積金等其他員工福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 14 —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鄺炳文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張省本先生及
關毅傑先生。於回顧期內，審核委員會已舉行一次會議，以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
政策，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對提升本公司企業管治作出正面貢獻。

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東之
意見有公正的瞭解。

— 非執行董事孟健教授、非執行董事譚偉豪博士太平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鄺炳文先生因
有其他事項處理而無法出席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 非執行董事孟健教授、非執行董事譚偉豪博士太平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關毅傑先生因
有其他事項處理而無法出席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四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以不
遜於標準守則之條款，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所有董事確認彼等均已遵守標準守則之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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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全體股東、客戶、供應商及銀行致謝，多謝他們多年來對本集團之支 
持，亦感謝全體員工於回顧期內辛勤工作及為本集團所作之貢獻。

承董事會命
權智（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沈世捷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執行董事 : 沈世捷先生及池碧芬女士

非執行董事 : 孟健教授及譚偉豪博士太平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 鄺炳文先生、張省本先生及關毅傑先生

網址：http://www.gsl.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