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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集團有限公司 *

SAM WOO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22）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三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上一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74,779 28,482
銷售成本 (43,482) (30,866)

毛利／（損） 31,297 (2,384)
其他收入 3 1,486 15,700
行政費用 (10,345) (10,555)
撥入遞延收入 － (1,157)

經營溢利 4 22,438 1,604
融資成本 (6,124) (5,892)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16,314 (4,288)
所得稅抵免 5 163 350

本期溢利／（虧損） 16,477 (3,938)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477 (3,938)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 7 5.49港仙 (1.3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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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設備及器材 236,319 255,603
遞延稅項資產 1,612 1,401

237,931 257,004
---------------- ----------------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 33,138 20,875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866 5,849
存貨 13,599 9,822
應收工程合約客戶款項 15,367 15,105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3,049 －
現金及銀行結存
　無限制 2,507 1,928
　有限制 37,000 46,782

108,526 100,361
---------------- ----------------

資產總值 346,457 357,365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30,000 30,000
儲備 119,222 102,745

權益總額 149,222 132,745
----------------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董事貸款 42,623 40,152
長期負債 1,975 727
遞延稅項負債 27,619 29,436

72,217 70,3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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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13,100 5,42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9,339 9,048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783 3,598
應付董事款項 7,674 17,655
短期貸款 35,140 39,040
長期負債即期部分 3,818 17,523
應付稅項 3,164 1,576
銀行透支 52,000 60,440

125,018 154,305
---------------- ----------------

負債總額 197,235 224,620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346,457 357,365

流動負債淨額 (16,492) (53,94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21,439 203,060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連同二零零六年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本集團並無根據核數準則第 700號委聘核數師審核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
務報表。

除下文所述外，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於截至二零零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準則、修訂及詮譯（下文統稱為「新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採納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若干必須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用之新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
已經頒佈；本集團並未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提早採納該等新準則、修訂及詮
釋。本集團已開始評估其影響，惟現時未能說明此等變動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
大影響。

應用合併會計法

本集團已應用會計指引第5號「共同控制合併之合併會計法」，使用合併會計法原則處理於二零零
六年三月十五日完成收購之Master View Co., Ltd.（「Master View」）。

由於劉振明先生為本集團及Master View之主要股東，收購乃合併受共同控制之業務。因此，本
集團以權益統一之相近方式處理該項收購，據此所收購之資產及負債均按歷史成本在本集團入
賬。綜合財務報表已予重列，以使收購對所有呈報期生效，猶如本集團及Master View之業務一
直為已合併般處理。收購代價與Master View已發行股本之差額 7港元已在權益內作出調整。

採用合併會計法將Master View之收購在本集團期內簡明綜合收益表入賬造成以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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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簡明綜合收益表：

本集團 Master View 調整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932 15,545 － 16,477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簡明綜合收益表：

本集團 Master View 調整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2,571 (6,509) － (3,938)

2.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主要呈報方式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機械器材
地基工程 貿易 船舶租賃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8,139 16,499 40,141 74,779

分類業績 (6,128) 14,559 18,928 27,359

利息收入 869
未分配開支 (5,790)

經營溢利 22,438
融資成本 (6,124)
所得稅抵免 16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6,477

資本開支 274 － 13,876 14,150
折舊 7,620 － 1,596 9,216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分類資產 189,120 11,404 104,378 304,902
未分配資產 41,555

資產總值 346,457

分類負債 31,119 70 77,006 108,195
未分配負債 89,040

負債總額 19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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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機械器材
地基工程 貿易 船舶租賃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2,604 8,149 7,729 28,482

分類業績 4,804 4,900 (3,821) 5,883

利息收入 437
未分配開支 (4,716)

經營溢利 1,604
融資成本 (5,892)
所得稅抵免 35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3,938)

資本開支 706 － － 706
折舊 11,114 － 1,221 12,335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分類資產 224,651 9,149 73,141 306,941
未分配資產 50,424

資產總值 357,365

分類負債 45,610 70 66,859 112,539
未分配負債 112,081

負債總額 224,620

(b) 地區分類－次要呈報方式

本集團有關建築業務之所有資產及營運均位於香港。船舶租賃業務遍及全球，並不能列入
任何地區分類。因此，並無呈報地區分類資料。

3.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869 437
出售其他固定資產之收益 22 27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撥回 － 15,000
應付賬款撇銷 595 －
出售廢料 － 229
雜項 － 7

1,486 1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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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

已售存貨成本 1,900 3,236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袍金 3,290 6,491
核數師酬金 － 100
折舊
　自置機械及設備 8,344 9,976
　租賃機械及設備 872 2,359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租金 1,715 1,723
船舶租賃開支 2,100 2,100

5. 所得稅抵免

香港利得稅已就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7.5%（二零零五年： 17.5%）稅率計提撥備。於簡明綜
合收益表內抵免之稅項金額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當期所得稅 1,865 2,127
　遞延所得稅 (2,028 ) (2,477 )

(163 ) (350 )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7.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約 16,477,000港元（二零零五
年：虧損約 3,938,000港元）除以已發行普通股 300,000,000股（二零零五年： 300,000,000股）計算。

購股權之行使對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盈利／（虧損）
並無攤薄影響。

8. 應收賬款

有關在建合約工程的應收賬款一般於發出建築師證明後一個月內收取。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
日，計入應收賬款中由合約工程客戶扣起之驗收保留金為 5,50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 5,503,000港元）。其餘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90日 23,946 9,983
91至 180日 － 801
181至 365日 1,140 953
一年以上 2,549 3,635

27,635 1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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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計入應付賬款中之應付驗收保留金為181,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 149,000港元）。其餘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 90日 11,644 3,149
91至 180日 323 194
181至 365日 369 360
一年以上 583 1,573

12,919 5,276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74,800,000港元，較上一期間之約28,500,000港元增加1.5
倍以上。來自重型海運之收益增加至約40,100,000港元，而上一期間僅約7,700,000港元，
此乃由於本集團之半潛式載重貨船Asian Atlas於上一期間尚未全面營運所致。於本期
間，由於若干銷售經過一段時期的磋商後已告落實，建築機械及設備貿易之營業額由
上一期間之8,100,000港元增加一倍，達到約16,500,000港元。由於一項私人物業發展項目
已於本期間展開工程，來自地基工程之收益增加至約 18,100,000港元。
本期間之毛利約31,300,000港元，而上一期間則錄得毛損約2,400,000港元。於本期間，重
型海運帶來之毛利約 20,100,000港元，而上一期間之毛損約 2,900,000港元。
整體而言，本集團於期內錄得除稅後溢利約 16,500,000港元，而上一期間則錄得除稅後
虧損約3,900,000港元。業績改善主要歸功於重型海運之貢獻，當中部分由於其他收入減
少而被抵銷。上一期間之其他收入主要來自一項已完成的地基項目而獲取之報酬。
由於Asian Atlas自二零零六年六月完成改良工程後可持續營運，預期本財政年度下半
年重型海運對本集團營業額及溢利之貢獻將進一步增長。本集團於本期間一直就解決
若干先前已完成項目之變動工程進行積極磋商，並預計可以達致滿意結果及將在本集
團本財政年度之全年業績內反映。同時，現有及潛在客戶多次不斷向本公司詢價，表
達有意購買二手建築設備，預期於本財政年度內，將完成更多價錢吸引之銷售。
本集團自重型海運獲得理想之現金流入淨額，於區內提供重型海運服務業務佔據領先
地位。本公司致力於為其股東帶來最大回報。本集團之策略為持續提升其於重型海運
之產能，包括於有需要及機會來臨時收購額外運輸貨船。同時，憑藉其穩健之建築及
運輸能力，本集團具備雄厚實力，致力承接有利可圖之海外建築項目。通過鞏固其於
重型海運業之地位及開拓海外海洋工程和地基建築市場，本集團於接受新的挑戰的同
時，亦朝著可觀回報的方向進發。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資本結構及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分別約 346,500,000港元（二零
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57,400,000港元）及149,2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 132,7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39,5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48,700,000港元）及總借貸約135,6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157,9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長期借貸之即期部份、短期銀行貸款及
銀行透支約91,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17,000,000港元）。於本期末，
本集團之負債比率（按本集團之借貸淨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為0.64（二零零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 0.82）。本集團之借貸主要以浮動利率計算利息。
本集團業務主要以港元及美元計值，而其收入、開支、資產、負債及借貸主要以港元
及美元為單位，目前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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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機械設備賬面淨值約為 18,100,000港元，而就長期銀行貸款而予以
抵押的機械設備賬面淨值則約為 11,700,000港元。賬面淨值約為 78,500,000港元之貨船已
予抵押以取得其他貸款。若干銀行融資乃以約 37,000,000港元之銀行存款作抵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  本公司於本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本公司概無採納主席及行政總裁之書面職責範圍。董事會認為該兩個職位之職權範圍
基本上明顯存在區別，因此無必要以書面列出。
直至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舉行之本公司上屆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有兩名董事已連續
四年出任董事會成員，所有連續出任三年或以上董事職務之本公司董事均依據本公司之
經修訂細則於該大會上告退。於本期末，概無任何董事連續出任三年以上董事職務。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三和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劉振明

香港，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劉振明先生、劉振國先生、劉振家先生、梁
麗蘇女士、許錦儀先生及陳晨光先生為執行董事，趙錦均先生為非執行董事，李鵬飛
博士、王世全教授及陳維端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