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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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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布全
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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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2314）

中期業績公布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財務摘要

－ 收入73.60億港元，比去年同期上升6.7%。

－ 純利6.47億港元，比去年同期下跌22.9%。

－ 每股盈利13.79港仙，比去年同期下跌25.2%。

－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4.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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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理文造紙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
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7,360,334 6,898,722
銷售成本 (6,351,623) (5,659,228)

  

毛利 1,008,711 1,239,494
其他收入 151,999 135,951
因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變動產生之
淨（虧損）得益 (4,055) 4,162

分銷及銷售費用 (111,026) (108,558)
行政費用 (275,317) (245,819)
財務成本 4 (45,072) (95,013)

  

除稅前盈利 725,240 930,217
利得稅支出 5 (78,564) (90,965)

  

期內盈利 6 646,676 839,252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境外經營產生之匯兌差額 290,617 64,919
對沖工具中現金流量對沖得益 26,013 29,45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316,630 94,375
  

期內總全面收益 963,306 933,627
  

股息： 7
－已付末期股息 375,170 364,115

  

－宣派中期股息 225,102 273,377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8
－基本 13.79 18.44

  

－攤薄 13.68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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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5,329,760 13,953,105
預付租賃款項 476,235 471,121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
所付訂金 73,571 225,237

可收回稅項 39,670 39,670
退休福利資產 914 914

  

15,920,150 14,690,047
  

流動資產
存貨 10 2,570,022 2,966,738
預付租賃款項 9,000 9,873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11 4,858,523 4,075,048
應收有關連公司款項 – 22,271
衍生財務工具 99 809
可收回稅項 – 80,614
有限制銀行存款 2,025 949
銀行結餘及現金 769,313 1,228,116

  

8,208,982 8,384,418
  

流動負債
衍生財務工具 33,318 46,530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12 1,880,225 2,315,304
應付稅項 55,685 54,393
銀行借貸 5,336,300 2,703,696

  

7,305,528 5,119,923
  

流動資產淨值 903,454 3,264,49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823,604 17,95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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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衍生財務工具 – 9,456
銀行借貸 3,526,573 5,284,910
遞延稅項負債 406,026 360,363

  

3,932,599 5,654,729
  

12,891,005 12,299,81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7,241 117,241
儲備 12,773,764 12,182,572

  

12,891,005 12,29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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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1. 編製基準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

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乃按適用之重估值或公平值計
量除外。

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
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期內，本集團已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一些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期內應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
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以下新訂及經修訂
準則及詮釋於授權發行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日期後頒
布且尚未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價值計量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公司之投資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2

1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董事」）預期，應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
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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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包裝紙 木漿 分部總額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7,085,648 274,686 7,360,334 – 7,360,334
分部之間銷售 – 47,363 47,363 (47,363) –

     

7,085,648 322,049 7,407,697 (47,363) 7,360,334
     

分部盈利 724,059 25,972 750,031 – 750,031
    

因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變動
產生之淨虧損 (4,055)

未分類之公司收入 28,288
未分類之公司支出 (3,952)
財務成本 (45,072)

 

除稅前盈利 725,240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包裝紙 木漿 分部總額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6,648,088 250,634 6,898,722 – 6,898,722
分部之間銷售 – 77,182 77,182 (77,182) –

     

6,648,088 327,816 6,975,904 (77,182) 6,898,722
     

分部盈利 993,692 22,630 1,016,322 – 1,016,322
    

因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變動
產生之淨得益 4,162

未分類之公司收入 7,696
未分類之公司支出 (2,950)
財務成本 (95,013)

 

除稅前盈利 93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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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101,688 130,463

減：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化金額 (56,616) (35,450)
  

45,072 95,013
  

5. 利得稅支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損益內確認之利得稅：
現有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2,902 36,492

遞延稅項
－於損益賬扣除 45,662 54,473

  

78,564 90,965
  

本集團之盈利須於其盈利產生的營運所在地繳納稅項。其他管轄地區的稅項則按個別管
轄地區之課稅率計算。

中國

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於各自首個獲利年度起，免繳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兩年，
其後三年半免（「稅務優惠」）。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均全部處於稅務豁免
期，除下列例外：

附屬公司重慶理文造紙有限公司之稅項豁免期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而
其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之適用優惠稅率為12.5%。

附屬公司廣東理文造紙有限公司（「廣東理文」）之稅項豁免期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屆滿，而其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之適用優惠稅率
為12.5%。此外，根據中國稅務機關之批准，廣東理文因購買中國所製造機器及設備，故
獲豁免繳納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兩個期內之企業所
得稅。稅項豁免以認可廠房及設備成本40%參考計算，並獲有關稅務機關批准。

附屬公司江蘇理文造紙有限公司（「江蘇理文」）之稅項豁免期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屆滿，而其於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及二零一一年曆年須分別按已減免稅率10%、22%
及24%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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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東莞理文造紙廠有限公司（「東莞理文」）獲得二零零九年廣
東省高新技術企業稱號。根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頒布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東莞
理文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可享有三年優惠所得稅稅率15%。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廣東理文獲得二零一零年廣東省高新技術企業稱號。根
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頒布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廣東理文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起可享有三年優惠所得稅稅率15%。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執行規例，由二零
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25%。於稅務優惠期屆滿後開始，企業所得稅
法及執行規例將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增至25%，而江蘇理文之稅率將以五年逐步
遞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附屬公司與集團內其他非馬來西亞公司於拉布安進行離岸貿易業務。所以，該
附屬公司為拉布安合資格的離岸貿易公司，需每年繳納 20,000馬幣的定額稅。

澳門

澳門附屬公司根據第58/99/M號法令註冊成立，均獲豁免繳納澳門補充稅（澳門所得稅），
前提為其須遵守相關法規且不得向澳門本土公司出售產品。

越南

越南附屬公司須按不多於25%稅率繳納越南企業所得稅。由於越南附屬公司於期內錄得
虧損，故並無計提越南企業所得稅撥備。

香港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展開關於本公司若干附
屬公司香港稅務事宜的實地審計。於二零一零年三月，稅務局就二零零三╱二零零四課
稅年度，即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向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發出保障
性利得稅評稅52,325,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稅務局進一步就二零零四╱二零零五課稅年度，即截至二零零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向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發出保障性利得稅評稅78,050,000港元。

其後，稅務局同意於本集團購買價值39,670,000港元之儲稅劵後，讓本集團於二零零三╱二
零零四及二零零四╱二零零五課稅年度全數緩繳有關稅項。

董事相信，毋須就上述保障性評稅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此外，據董事現時所知，稅務
局仍在實證搜集階段，因為稅務調查仍未完成，所以稅務局並未就潛在稅務負債（如有）
發表任何正式意見。

其他

本集團之盈利須於其盈利產生的營運所在地繳納稅項。其他管轄地區的稅項則按個別管
轄地區適用之課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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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盈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盈利經扣除：

董事酬金 6,124 19,072

員工薪金及其他福利，不包括董事 231,767 197,11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19,011 14,222
  

員工福利開支總額 256,902 230,404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4,500 3,436

存貨成本確認為支出 6,351,623 5,659,22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0,625 262,39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的虧損 4,207 482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租金 2,915 2,306

並已計入（其他收入）：

提供蒸氣及電力收入 50,980 39,262

經營碼頭貨運收入 24,250 21,913

銀行利息收入 4,929 7,696

淨滙兌得益 23,358 –

增值稅退款 31,326 37,415
  

7. 股息

期內，派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8.0港仙之末期股息（二零一零年：派發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8.0港仙）給予股東。

董事決定派發每股4.8港仙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6.0港仙）給予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
日名列於股東名冊內之本公司股東。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以下列數據為基準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盈利 646,676 83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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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689,622,980 4,551,564,927

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
購股權 37,651,509 140,150,95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727,274,489 4,691,715,877
  

9.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12.58億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07億
港元），以拓展業務。

10. 存貨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 1,813,907 2,459,146

製成品 756,115 507,592
  

2,570,022 2,966,738
  

11. 應收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917,838 1,880,295

應收票款 1,825,876 1,146,969
  

3,743,714 3,027,264

購買原料預付款項及訂金 321,039 534,908

其他訂金及預付款項 135,198 152,359

應收增值稅款項 277,978 247,816

其他應收款項 380,594 112,701
  

4,858,523 4,075,048
  



– 11 –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的平均信貸期為45日至90日。下表為根據報告期末發票日期之應收
貿易賬款及票款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少於30日 2,932,651 2,458,746

31日－60日 665,635 422,295

61日－90日 121,612 128,562

91日－120日 10,825 13,473

120日以上 12,991 4,188
  

3,743,714 3,027,264
  

12. 應付貿易及其他賬款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款 1,371,473 1,825,240

應計費用 137,372 224,408

其他應付款項 371,380 265,656
  

1,880,225 2,315,304
  

貿易購貨之平均賒賬期由30至90日不等。下表為於報告期末發票日期之應付賬款及票款
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少於30日 564,490 862,978

31日－60日 447,494 390,059

61日－90日 328,821 554,281

90日以上 30,668 17,922
   

1,371,473 1,825,240
   

13. 審閱中期賬目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均未經審核，惟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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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HFY12」），本集團錄得73.6億港元收入，
按年增長7%。然而本集團也面對煤、員工薪金及新增多的稅項等的經營成本
上漲。在二零一一╱一二財政年度的首半年，因中央政府實施收緊信貸，國內
消費疲弱，出口呆滯，中國對箱板原紙的需求未如預期的強勁。面對如此經營
環境，加上競爭加劇，本集團未能將上漲的經營成本完全轉嫁給客戶，因此集
團盈利有所影響。所以 1HFY12本集團的淨利潤只為 6.47億港元，比去年同期下
跌23%。

PM15及PM16造紙機已分別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及十一月正式投產。全球金融海
嘯後恢復投資增加產能造紙機陸續開機運作，所以本集團的設計年產能向550
萬噸邁進。

本集團預算二零一二及二零一三財政年度的資本開支分別為 24億港元及 10億
港元。為應付此等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上升的需要，在運用經營現金流量的同
時，無可避免將會增加銀行借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淨負債率為63%，
乃穩健合理之債務水平。

如上所述，集團正在擴大產能但會保持健康穩健的增長。本集團在合理債務水
平情況下，專注產品種類及定位去擴展。此外，充分發揮本集團同盟兼第二大
股東日本製紙的長處加強生產技術的提升及發展高增值及高回報的塗布白板
紙生產線。集團相信此等新增產能投產時將為集團的利潤帶來貢獻。

風險管理是我們首要任務之一。在追求增長之同時，集團嚴格控制投資成本及
保持穩健合理之債務水平。本集團具備穩妥經營現金流量，以應付在擴大產能
時產生之大部份資本開支。本集團將繼續努力開發新市場、嚴控成本及加強本
集團之資本架構，務求為股東爭取最大回報。

中國的經濟前景受到美國疲弱經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國內通脹高企
及信貸收緊的影響，預料短期需求不會有強勁的反彈。另一方面，進口廢紙價
格自二零一一年九月底以來已下跌超過20%，此對集團中期的營運是有利的。
這不僅降低了營運資金需求，也增加集團產品定價的靈活性。本集團董事局對
前景還是充滿信心和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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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及股東應佔純利分別為 73.60億港
元及6.47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的68.99億港元及8.39億港元，分別上升6.7%及下跌
22.9%。期內，每股盈利為 13.79港仙，去年同期則為18.44港仙。

本集團箱板原紙之銷售量與去年同期相若。集團收入增加主要是集團箱板原
紙平均售價上升。期內，由於廢紙、煤及其他原材料價格大幅攀升，令經營成
本上漲，因此拉低每噸純利。

分銷及銷售費用及行政費用

本集團的分銷及銷售費用以及行政費用分別上升約2.3%和12％，由截至二零一
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08.6百萬港元及245.8百萬港元分別上升至截至二
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11.0百萬港元及 275.3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期
內員工薪金及新增多的稅項等的經營成本上漲。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分銷及銷售費用以及行政費用分別佔收入約1.5%及3.7%，與去年同
期相若。

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總借貸成本（包括資本化金額）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130.5百萬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01.7百萬港
元，減幅約為22%。成本減少主要由於期內未償還銀行貸款之平均利率下降。

存貨、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周轉期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原料及製成品的存貨周轉期分
別為55天及22天，相比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分別為82天及16
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應收賬款周轉期為48天，相比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為49天。上述應收賬款周轉期與本集
團授予客戶介乎 45天至90天不等的信貸期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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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應付賬款周轉期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48天，相比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為61天。上述應付賬款周轉期與供應
商給予本集團的信貸期相符。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股東資金總額為128.91億港元（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123億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達
82.09億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83.84億港元），而流動負債則為73.06億
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51.20億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的流動
比率為1.12，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1.64。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以及中港澳主要往來銀行提供的信貸備
用額作為業務的營運資金。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償還銀行貸
款為88.63億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79.89億港元）。該等銀行借貸由本
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作為抵押。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 7.69億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2.28億港元）。本
集團的淨資本負債比率（借貸總額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股東權益）由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0.55上升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的0.63，仍屬穩健合
理之債務水平。本集團具備充裕的現金及可供動用的銀行備用額以應付集團
的承擔及營運資金需要。

本集團的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人民幣、港元或美元計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運或流動資金未曾因滙率波動而面臨任何重
大困難或影響。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採用貨幣結構工具，外幣借貸或
其他途徑作外幣對沖方法。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逾7,600名員工。僱員薪酬維持於具競爭
力水平，並會每年審閱，且密切留意有關勞工市場及經濟市況趨勢。本集團亦
為僱員提供內部培訓，並按員工表現及本公司盈利發放花紅。

本集團並無出現任何重大僱員問題，亦未曾因勞資糾紛令營運中斷，在招聘及
挽留經驗豐富的員工時亦不曾出現困難。本集團與僱員的關係良好。

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本集團僱員可據此授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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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4.8港仙
（二零一零年 : 6.0港仙）予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名列於股東名冊內之股東。預
期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派付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
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
號金鐘滙中心 26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準則。本公司經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
詢後，全體董事皆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內均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標準守則亦適用於本集團之特定高級管理層。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一位非執行董事芳賀義雄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啟東先生、Peter A Davies先生及周承炎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內部
監控程序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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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為符合守則，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成立薪酬委員會，清楚說明委
員會的權限及職責。現時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王啟東先生、Peter A Davies先生、
周承炎先生（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鹿島久仁彥先生（執行董事）。

代表董事會
李運強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布發出當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四位執行董事計有李運強先生、李
文俊先生、李文斌先生及鹿島久仁彥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潘宗光教授及芳賀
義雄先生；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計有王啟東先生、Peter A Davies先生及周承炎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