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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嘉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Karri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
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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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表，連同二零零零年同期之比較數
字，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之綜合資產負債表，連同二零零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之比較數字，及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連同二零零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合稱「未
經審核之中期業績報告」）如下：

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為單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413,443 398,100
銷售成本 (317,146) (310,080)

毛利 96,297 88,020
其他收入 3 3,426 1,277
分銷及銷售費用 (22,608) (24,167)
一般及行政費用 3 (51,860) (41,430)

經營溢利 25,255 23,700
淨財務費用 (2,235) (5,755)

除稅前溢利 4 23,020 17,945
稅項 5 (2,500) (2,500)

股東應佔溢利 20,520 15,445

股息 6 (37,483) (4,382)

每股溢利
－基本 7 5.49仙 4.15仙

－攤薄 7 5.46仙 4.12仙

由於除了股東應佔溢利之外，並未有其他經確認之盈虧，所以沒有呈報獨
立之確認盈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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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以港元為單位）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8 262,407 285,632

流動資產

存貨 117,166 131,950

貿易應收帳款 9 92,072 155,149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流動資產 14,539 20,572

預付稅項 647 312

現金及銀行存款 190,570 112,347

流動資產總值 414,994 420,330

流動負債

短期銀行借貸 (89,685) (111,633)

融資租賃責任，即期部份 (12,626) (10,396)

應付票據 (6,673) (5,738)

貿易應付帳款 10 (105,592) (113,885)

應計費用、預收帳款及

其他應付帳款 (75,634) (66,488)

應繳稅項 (4,935) (2,870)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3 (273) (273)

流動負債總值 (295,418) (311,283)

流動資產淨值 119,576 109,0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1,983 39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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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 (13,500) (15,500)

融資租賃責任，非即期部份 (16,411) (10,554)

長期服務金之撥備 (6,966) (6,775)

遞延稅項 (4,949) (4,949)

非流動負債總值 (41,826) (37,778)

少數股東權益 (424) (424)

資產淨值 339,733 356,47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37,429 37,374

儲備 12 264,876 281,729

擬派股息 12 37,428 37,374

股東權益 339,733 35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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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元為單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39,203 (26,852)

投資回報及融資費用流出之現金淨額 (39,664) (13,985)

已付稅項 (771) (146)

投資活動流入（流出）之現金 10,752 (47,814)

融資前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09,520 (88,797)

融資（流出）流入之現金淨額 (2,257) 38,30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減少）增加 107,263 (50,49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之等值物 51,893 30,913

期未之現金及現金之等值物 159,156 (19,582)

現金之等值物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現金及銀行存款 190,570 48,500

銀行透支 (798) (19)

信託收據銀行貸款 (30,616) (68,063)

159,156 (19,582)



5 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中期業績

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款額均以港元為單位）

1. 呈報及編製基準

嘉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六日根據百慕達一

九八一年公司法（修訂本）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

自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本公司董事

認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Pearl Court Company Limited為最終控股

公司。

除下述變動外，本中期財務報表是按照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所編製而成，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附錄16所列之披露規定。

自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起，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採用以下由

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

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 結算日後事項

會計實務準則第14號（經修訂）： 租賃

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 分類報告

會計實務準則第28號：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會計實務準則第29號： 無形資產

會計實務準則第30號： 業務合併

會計實務準則第31號： 資產減值

會計實務準則第32號： 綜合財務報表及於附屬公司投資之會

計處理

本集團修訂會計政策及採用此等新政策後之影響載列如下：

a. 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結算日後事項

往年擬派或直派之股息於有關之會計年度內確認為負債。本集團從二零

零一年四月一日起為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

修訂）「結算日後事項」而於董事會宣佈或建議派發股息之期度內確認擬

派或宣派之股息為一負債。該新會計政策已追溯應用，因而引致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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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以符合該政策之變更。因該會計政策之變更，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三

月十一日之股東權益已調整增加約港幣37,374,000元。對本集團本期之股

東應佔溢利並沒有影響。

b. 會計實務準則第26號：分類報告

本集團已在中期財務報表附註2披露分類收入及業績。本集團先行呈報按

主要產品類別之分類資料，其後再呈報客戶所在地區之分類資料。

c. 會計實務準則第28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當本集團因以往事件而大有可能須承擔法律責任或引申責任，而本集團

可能因承擔該些責任而導致附有經濟利益之資源外流，且能可靠估計有

關承擔之金額時作出撥備。撥備會不時檢討及調整以反映現時之最佳估

計。倘金額之時值影響重大，則撥備之金額將為預期用作承擔有關責任之

開支之現值。

或然負債不會在財務報表確認，而在附有經濟利益之資源並無外流之情

況下方會披露。或然資產亦不會在財務報表確認，但當附有經濟利益之資

源有可能流入時會披露。

d. 會計實務準則第31號：資產減值

倘所發生之事項或環境之變動顯示任何其中一項資產之賬面值不可收

回，則固定資產均需減值，倘資產之賬面值高於可收回金額，則賬面值與

可收回金額之差額所產生之減值會於損益表確認。可收回金額是指資產

之售價淨值與使用值兩者之較高者。售價淨值是指以公平交易之方式出

售資產，並扣除出售成本後所得之款項；而使用值則為持續使用資產及於

資產之可使用年期屆滿而出售資產時預計產生之未來現金量之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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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往年度確認之資產減值虧損撥回將於有證據顯示有關資產之減值將

不再出現或減少時於損益表入賬。

除因採用會計實務準則第9號（經修訂）而重列股東權益之承前結餘及將資產

資負表之比較數字重新分類外，採用上述準則對過往期間之金額無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收入

本集團主要產品種類及地域劃分，及其各自對經營溢利貢獻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經營溢利之貢獻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按主要產品分析：

電腦及伺服器外殼 193,556 263,146 47,822 55,720

辦公室文儀產品 163,018 70,778 37,099 20,728

錄影帶殼 27,876 24,884 2,977 492

模具及其他塑膠及

金屬部件 28,993 39,292 8,399 11,080

413,443 398,100 96,297 88,020

減：分銷、銷售、

一般、行政和

財務費用，

及其他收入 (73,277) (70,075)

除稅前溢利 23,020 17,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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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對經營溢利之貢獻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按客戶所在地*：
西歐 128,398 137,671 37,519 37,730
日本 139,300 79,213 25,339 12,780
北美洲 90,327 97,217 16,420 20,206
亞洲（日本除外） 55,418 83,999 17,019 17,304

413,443 398,100 96,297 88,020

減：分銷、銷售、
一般、行政和
財務費用，
及其他收入 (73,277) (70,075)

除稅前溢利 23,020 17,945

* 按地域分析的營業額是以貨品運送的目的地來決定。

3. 關連人士交易

a. 本集團有以下與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元 千元

向嘉訊通有限公司銷售貨物* － 2

向嘉訊通有限公司收取租金* 190 190

向勁獅發展有限公司支付租金* 527 527

* 嘉訊通有限公司及勁獅發展有限公司均由本公司董事何焯輝先生
實益擁有及控制。

b. 該筆應收關連公司之款項為無抵押，不計利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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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及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元 千元

已扣除－

員工支出 56,374 57,295

固定資產折舊 18,992 18,031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9,101 －

租用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4,422 3,484

利息支出

－須於一年內全數償還之

銀行透支及貸款 3,959 4,264

－融資租賃 637 1,006

－應收帳款讓售 190 1,691

－其他 17 32

已計入－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 － 2,444

租金收入 3,426 1,277

㶅兌收益淨額 356 285

銀行利息收入 2,568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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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稅項包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元 千元

香港利得稅

－現行稅項 2,500 2,000

－遞延稅項 － 500

2,500 2,50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在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二零零

零年－16%）之稅率撥備。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並沒有重要之遞延稅項未作出撥備。

6. 股息

股息包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千元 千元

擬派中期股息─每股5.0仙

（二零零零年─1.1仙） 18,714 4,115

擬派特別股息─每股5.0仙

（二零零零年─無） 18,714 －

往年股息－於派息前行使員工

認股權而多發行股份 55 267

37,483 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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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溢利乃按期內股東應佔溢利約港幣 20,520,000元（二零零零年－港幣

15,445,000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約373,913,000股（二零零零年

－372,407,000 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約港幣20,520,000元（二零零零年－港幣

15,445,000元）及已發行股份，並就有可能攤薄之股份的影響作出調整後之加

權平均數約375,549,000股（二零零零年－374,810,000股）計算。用以計算每股

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數之對賬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

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373,913,000 372,407,000

就員工認股權之

可能攤薄影響之調整 1,636,000 2,403,00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

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375,549,000 374,8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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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之變動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成本／估值

期初／年初 528,972 538,579

添置 5,586 65,034

出售 (41,345) (74,641)

期末／年底 493,213 528,972

累積折舊

期初／年初 243,340 262,227

年度撥備 18,992 38,614

出售時撥回 (31,526) (57,501)

期末／年底 230,806 243,340

帳面淨值

期末／年底 262,407 285,632

期初／年初 285,632 27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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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帳款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數期由30日至120日。於結算日之貿易應收帳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0至90日 115,162 159,850

91至180日 2,978 2,472

181至365日 142 1,935

118,282 164,257

減：有追索權之已讓售應收帳款 (20,163) (3,061)

98,119 161,196

減：呆壞帳撥備 (6,047) (6,047)

92,072 155,149

10. 貿易應付帳款

於本結算日之綜合貿易應付帳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0至90日 101,071 110,094

91至180日 2,129 2,149

181至365日 996 963

366日以上 1,396 679

105,592 11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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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千 千元 千 千元

法定股本

（普通股每股

面值1角） 800,000 80,000 800,000 8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普通股每股面值1角）

期初／年初 373,736 37,374 361,950 36,195

由於行使員工認股權

而發行之股份 550 55 13,050 1,305

購回股份 － － (1,264) (126)

期末／年底 374,286 37,429 373,736 3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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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儲備及擬派股息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儲備之變動如下：

資本 固定資產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贖回儲備 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合共 擬派股息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56,168 5,900 449 44,165 175,047 281,729 －

往年調整（附註1） － － － － － － 37,374

於二零零一年

四月一日重述 56,168 5,900 449 44,165 175,047 281,729 37,374

本期溢利 － － － － 20,520 20,520 －

二零零一年末期股息 － － － － － － (14,202)

二零零一年特別股息 － － － － － － (23,172)

擬派股息（附註6） － － － － (37,428) (37,428) 37,428

行使員工認股權而

多發行股份所產生之

多派往年股息 － － － － (55) (55) －

行使員工認股權而發行

股份所產生之溢價 110 － － － － 110 －

於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56,278 5,900 449 44,165 158,084 264,876 3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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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或然負債

以下為未在財務報表上撥備之或然負債：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有追索權之已讓售應收帳款 20,163 3,061

船務擔保 1,529 708

21,692 3,769

股息

董事會議決約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日以現金方式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港幣5.0仙（二零零零年－港幣1.1仙）及特

別股息每股港幣5.0仙予所有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之股東。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星

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享有中期股息，所

有填妥之股份轉讓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須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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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 營業額上升3.9%至港幣413,443,000元

‧ 經營溢利上升6.6%，達港幣25,255,000元

‧ 股東應佔溢利攀升32.9%至港幣20,520,000元， 主要受惠於油價下調、

利息支出減少及生產架構調整所致

‧ 每股盈利為5.49港仙

‧ 中期股息每股5.0港仙

‧ 特別股息每股5.0港仙

面對全球經濟持續放緩，集團於回顧期內仍然錄得滿意之業務增長。營業

額較去年同期上升3.9%，至港幣413,443,000元。此乃主要由於集團成功擴

展至高增長之電子組裝業務所致。清晰的多元化拓展策略不但有助刺激增

長，亦進一步加強了業務發展之靈活性。

集團的經營溢利比對上年增加6.6%至港幣25,255,000元。由於息率進一步

下調，令集團之財務支出相應地減少。在扣除財務開支後，期內之股東應佔

溢利為港幣20,520,000，較去年同期上升32.9%。每股盈利為5.49港仙，而去

年同期則為4.15港仙。董事局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5.0港仙及特別股息每

股5.0港仙。

新開拓之電子組裝業務於回顧期內為集團帶來可觀貢獻。此方面之業務包

括磁帶解碼機、鐳射打印機及收銀機系統等產品的裝造，並已從辦公室文

儀產品銷售之顯著升幅中反映。辦公室文儀產品之營業額比重自去年同期

之17.8%攀升至本年度之39.4%。同時，隨著美國經濟出現不明朗因素與及

電腦市場持續放緩，電腦及伺服器外殼生產之營業額比重於期內輕微下降

至46.8%。同時，錄影帶外殼業務持續為集團帶來穩定之貢獻，佔整體營業

額之6.7%，而模具及其他金屬塑膠配件業務則佔餘下之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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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市場於期內為集團之最重要市場，佔整體營業額之33.7%。而西歐市場

之比重則為31.1%。至於北美市場及亞太市場（日本除外）方面，其對營業

額之貢獻分別為21.8%及13.4%。整體地區銷售分佈正反映集團致力推行多

元化政策之成果。

為提高整體競爭力，集團致力改善營運效率，並繼續實行一套嚴謹之成本

控制措施。此外，集團在不斷提高產品及服務質素之同時，期內集團資本性

開支僅為港幣5,550,000元。

在此艱難的營商環境下，本集團依然錄得顯著的盈利增長，實在是難能可

貴。導致盈利增長的原因甚多，除了各員工之努力提升效率外，其中幾個主

要原因包括：

－ 國際油價大幅回落，由於燃油佔製造成本一個重要比例，致使本集團

從而受益；

－ 利率下調及各銀行鼎力支持下使融資成本降低；

－ 集團於2000年末及2001年初之生產架構重組，成果已逐步開始浮現。

為貫徹集團作為行業領導者之一的承諾，集團不但致力本身業務，亦充份

意識到環境保護之重要性。為實踐「一同參與，使美好地球環境與資源傳給

下一代」之使命，集團於期內已斥資設立一個具規模的廢料處理中心和一

套完善的空氣過濾裝置，以把生產過程對附近環境所引起的滋擾減至最低。

同時，集團亦正爭取 ISO14000認證，反映嘉利國際致力保護環境之決心。

本著「以客為上」之服務宗旨，市務部亦繼續同心協力，以達到更高目標。

而管理層早前引入之生產及行政改革措施，除有效地促進整體營運效率外，

亦進一步鞏固集團未來之業務發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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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股息

董事局於本集團2000/2001年報中，已清楚闡明派發特別股息之原則：

1. 集團必須持有充裕現金，超於日常營運及未來資本性開支需求

2. 回饋股東之支持

3. 改善股東及投資回報率

董事局經過審慎考慮 2001/2002上半年業績、已持現金（30/9/01：

HK$190,000,000; 31/3/01：HK$112,000,000）及未來營運計劃，同意上述三

項原則已達，因此議決派發特別股息每股5.0港仙。

董事局又探討因應大力拓展之電子組裝業務或會有龐大資金需求，但經詳

細研究各種因素後，董事局深信目前派息政策對未來資金需求並無不利影

響，其理由如下：

－ 集團採納高息政策回饋股東乃長期策略

－ 自 2001年初董事局已加強嚴控固定資產之開支，上半年度約港幣

5,500,000元（二零零零年：港幣50,250,000元）

－ 電子組裝業務之相關資金之需求乃是貿易性質而非資本性之開支

－ 集團目前之信貸額及預計派息後之現金足以應付未來一年之需求

－ 在安全範圍內，善用財務槓桿原理，可增加股東回報率

－ 為防萬一，集團已早作安排應變融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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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經過了數年前亞洲金融風暴的洗禮後，本集團自董事以降，全體員工均上

下一心，積極面對重新適應營商環境，自1998年來已進行了三個重大改革，

以迎合新世紀的挑戰：

1. 投資了數億元建設新廠房與及完善生產設備。

2. 對市場策略重新定位，由原來以塑膠、五金為主的電腦外殼生產商，逐

步轉移至新開展的以辦公室文儀及其他產品為主的 「電子組裝業務」。

3. 對公司生產架構進行了大規模改革，致力加強提昇員工的效益。

經過此三年的投資、轉向及整頓後，現在是享受成果的時候了。

展望未來，除出現未可預知的情況外，董事局對本集團的前景表現感到樂

觀，而此樂觀之態度主要基於以下各點：

1. 雖然面對種種外圍不利因素影響，唯本集團所採納的「多元化生意經

營模式」足以應付瞬息萬變的環球經濟與及競爭激烈之電腦周邊市場。

2. 集團所成功開展的「電子組裝業務」之增長動力將會帶領集團進入另

一高速增長的新紀元。

3. 集團成功採用精兵制與及設立自負盈虧的業務專組形式生產，以配合

客戶們不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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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本集團於上半年度之業績有滿意表現，但我們絕未有因此而容許半點

鬆懈，董事局定必繼續密切注視週遭經濟環境之變化，且採取以下措施：

1. 於下列兩方面取得平衡點

－ 以五金、塑膠為主的傳統電腦外殼業務，雖然增長緩慢，但有合理

回報；及

－ 新開展的辦公室文儀及其他產品之電子組裝業務，可為集團帶來

強勁之增長，但毛利率較低。

2. 因應新開展之電子組裝業務對流動資金之龐大需求，集團積極探討各

種融資渠道之可能性，並致力保持集團之財務穩健。

3.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盡力開拓尋求新商機。

董事局期望本財政年度能使集團之歷史締造一個新轉捩點，我們毫無疑問

地定必會繼續全力以赴，務求為各股東爭取最大回報。

財務狀況

截至2001年9月30日，本集團持有現金達約港幣190,570,000元。董事局相信，

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加上約港幣408,455,000元之可動用銀行融資借貸額，將

可從容應付其日常營運及資本性投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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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兌風險

本集團所有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算，由於年內港元、

美元及人民幣之匯率維持穩定，故此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之匯兌風險。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除附有追索權之已讓售應收帳款約港幣

20,163,000元及船務擔保約港幣1,529,000元外，並無其他重大之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資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共聘有僱員總數約4,023名。僱員薪酬一般參考市場標

準及僱員表現釐定，本集團並會根據公司已審核之業績透過獎賞評核政策，

對有良好表現之員工發放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強制性公積

金。此外，本集團設有於一九九六年採納之僱員購股權計劃，並選定若干優

秀表現及貢獻之僱員授予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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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裁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

團(釋義見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條例」))股本中擁有並已登記於本公

司按披露條例第二十九條而存置之登記冊所載之權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已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之權益如下：

(a) 本公司

每股面值港幣一角之普通股數目

法團權益或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其他權益 購股權數目

何焯輝先生 － 33,570,000 232,200,000 3,000,000

（附註一） （附註二）

何卓明先生 1,000,000 － 232,176,780 8,000,000

（附註三）

談永雄先生 1,500,000 － － 1,500,000

李樹琪先生 800,000 － － －

郭永堅先生 200,000 － － 1,000,000

何寶珠女士 33,570,000 － 232,200,000 2,500,000

（附註四）

附註 :

一 何焯輝先生因其妻子何寶珠女士於該等股份中擁有個人權益而被視為擁

有該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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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32,200,000股股份由Pearl Court Company Limited（「Pearl Court」）以

Ho Cheuk Fai Family Trust（「HCF Trust」）之單位信託之受託人之名義

持有。由於(i)何焯輝先生之妻子乃Pearl Court之唯一股東及在Pearl Court

股東大會控制三分之一投票權，及 (ii)何焯輝先生及其妻子乃Pearl Court

三名董事之其中兩名，故何焯輝先生被視為透過Pearl Court持有該等股

份。何焯輝先生亦因HCF Trust 10,000個單位中其中之一個乃由其妻子

持有，而Ho Wai Leung Memorial Trust（「HWL Trust」）（見附註三）之

受益人包括其妻子及18歲以下之子女，故此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

益。

三 這些股份由Pearl Court以HCF Trust受託人名義持有。HCF Trust 10,000

個單位中之 9,999個乃由 HWL Trust之全權信託之受托人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HITL」）持有。何卓明先生因屬HWL Trust

之受益人之一，故被視為持有該等股份。

四 除何寶珠女士之丈夫何焯輝先生本身之權益外（該等權益因何先生為本

公司主席及董事已作獨立披露）何寶珠女士為Pearl Court之唯一股東，其

持有HCF Trust其中一個單位，並且因HWL Trust之受益人包括何寶珠女

士及其未滿十八歲之子女，因此何寶珠女士被視為透過Pearl Court擁有

該等股份之權益。

(b) 相聯法團

(i) 嘉利產品有限公司

每股面值港幣100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數目

法團權益／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其他權益 合計權益

何焯輝先生 43,000 － － 43,000

何寶珠女士 7,000 － －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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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嘉寶科技有限公司

每股面值港幣100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數目

法團權益／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其他權益 合計權益

何焯輝先生 10,000 － － 10,000

(iii) Karrie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

每股面值港幣1元之無投票權遞延股份數目

法團權益／

個人權益 家屬權益 其他權益 合計權益

何焯輝先生 1 － － 1

何寶珠女士 1 － － 1

除上文及根據「購買股份及債券之安排」一節所披露外，各董事、行政總裁

或其聯繫人等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在本公司或其相關法團（釋義見披

露條例）股本中概無持有任何個人、家屬、法團或其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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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股份及債券之安排

本公司設有優先購股計劃；據此，本集團之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之執行

董事及行政總裁可獲授認購本公司股份之優先購股權。每份優先購股權授

予其持有人按預先釐定之認購價認購本公司一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股份

之權利。根據該計劃授予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並獲其接納而於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優先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行使價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姓名 授出日期 港幣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尚未行使

何焯輝先生 19.6.1999 0.335 3,000,000 － － 3,000,000

何卓明先生 19.6.1999 0.335 8,000,000 － － 8,000,000

談永雄先生 20.9.2000 0.300 1,500,000 － － 1,500,000

郭永堅先生 20.9.2000 0.300 1,200,000 － 200,000 1,000,000

何寶珠女士 19.6.1999 0.335 2,500,000 － － 2,500,000

所有該等優先購股權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期滿無效。

除上述者外，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

事及行政總裁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27 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中期業績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存置之權

益登記冊，直接或間接擁有及／或被視作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面值

10%或以上之權益之人士（不包括董事及本公司之行政總裁）如下：

每股面值港幣一角之普通股數目

法團權益／

個人權益 其他權益 持股量百分比

Pearl Court * － 232,200,000 62.04%

（附註一）

HITL － 232,176,780 62.03%

（附註二）

HSBC Holdings plc － 232,176,780 62.03%

（「HHUK」） （附註二）

HSBC Finance － 232,176,780 62.03%

(Netherlands)（「HFN」） （附註二）

HSBC Holdings B.V. － 232,176,780 62.03%

（「HHBV」） （附註二）

HSBC Investment Bank － 232,176,780 62.03%

Holdings B.V. （「HIB」） （附註二）

附註：

一 Pearl Court為HCF Trust之受託人。

二 HITL為HWL Trust之受託人。HITL為HHUK透過HFN、HHBV及HIB（彼等亦為

HHUK之全資附屬公司）全資持有之附屬公司。因此HHUK、HFN、HHBV及HIB

透過HITL被視為擁有HITL所持有之權益。HITL、HHUK、HFN、HHBV及HIB之

權益乃互相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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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主要股東於股份中之法團權益／其他權益與何焯輝先生、何卓明先生及何

寶珠女士之家屬權益及法團權益／其他權益重複，如「董事及行政總裁之股份

權益」一節所述。

除上文披露外，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

16(1)條而存置之登記冊並無記錄其他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慨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

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核數、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

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賬目。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自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之

期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內所載「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

承董事會命

何焯輝

主席

香港，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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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新界
荃灣
青山公路611-619號
東南工業大廈
十樓

網址

http://www.karrie.com.hk

董事會
何焯輝先生（主席）
何卓明先生
談永雄先生
李樹琪先生
郭永堅先生
陳瑞森先生*
梁偉浩先生*
蘇偉俊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

蘇偉俊先生（主席）
陳瑞森先生
梁偉浩先生

公司秘書

鄭濟富先生



30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中期業績

核數師

安達信公司
香港中環
皇后大道中15號
置地廣場
公爵大廈21樓

主要往來銀行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
德輔道中10號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中
1號10樓

渣打銀行
香港
德輔道中4-4A號
渣打銀行大廈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Butterfield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Rosebank Centre
11 Bermudiana Road
Pembroke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十七樓1712-6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