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上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公佈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未經
審核之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重列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1）

營業額 2 123,589 79,836
銷售成本 (89,849)  (45,359)

毛利 33,740 34,477
其他收入 1,770 2,537
行政費用 (38,163) (36,217)
其他營運支出 (5,580) (1,282)
其他營運收益 17,541 9,931

營運溢利 2及3 9,308 9,446
財務成本 (144) (142)
應佔之溢利減虧損
　聯營公司 23,804 11,351
　共同控制企業 20,052 20,549

除稅前溢利 53,020 41,204
稅項 4 (7,658) (7,211)

除稅後溢利 45,362 33,993
少數股東權益 1,112 (659)

股東應佔溢利 46,474 33,334

每股盈利  －  基本 5 3.96 仙  2.95 仙

每股盈利  －  全面攤薄 5 3.93 仙 2.90 仙

附註 :

1. 編製基準

編製本簡明中期帳目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
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帳目所採用者一致，
惟本集團於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十
二號「利得稅」後，已更改若干會計政策，該會計實務準則於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在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後之影響載列如下  :

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之期初滾存溢利分別增加
約3,528,000港元及3,31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
一月一日之期初儲備分別減少約2,722,000港元及2,770,000港
元。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盈利增加約
329,000港元。

2.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證券買賣投資、企業融資及股票經紀、集裝
箱運輸及貨運代理服務、投資控股、物業持有及管理。

本集團於期內以主要業務及地區作分析之營業額及營運溢利
貢獻如下：

主要報告形式  －  業務分部

營業額 營運溢利貢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證券買賣及投資 71,641 23,705 2,787 (2,751)
 企業融資及股票經紀 30,999 33,529 14,297 14,162
 集裝箱運輸及貨運代理服務 20,593 22,164 (2,106) 1,685
 投資控股、物業持有及管理 356 438 (7,440) (6,187)

123,589 79,836 7,538 6,909

其他收入  －  利息收入 1,770 2,537

營運溢利 9,308 9,446

業務分部之間並無任何相互銷售或其他交易。

從屬報告形式  －  地區分部

本集團主要在兩大地區營運 :

香港 － 證券買賣投資、企業融資及股票經紀、投資
控股、物業持有及管理

中國大陸 － 投資控股、集裝箱運輸及貨運代理服務

營業額 營運溢利貢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02,661 57,259 16,346 5,002
 中國大陸 20,841 22,345 (6,423) 2,507
 其他 87 232 (2,385) (600)

123,589 79,836 7,538 6,909

其他收入  －  利息收入 1,770 2,537

營運溢利 9,308 9,446

地區分部之間並無任何相互銷售。

3. 營運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溢利已計入並扣除以下項目  :－

計入 :
　出售一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6,002 —
　出售證券投資之收益 — 7,850
　收購共同控制企業部份權益產生之
　　負商譽攤銷 1,510 1,479

扣除 :
　折舊 4,203 5,372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25 276
　收購一聯營公司及一共同控制企業
　　部份權益產生之商譽攤銷 130 85
　收購一附屬公司產生之商譽攤銷 4,885 —
　期貨交易權攤銷 82 82
　員工成本 31,394 28,073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17.5%（二零零
二年  : 16%） 提撥準備。海外溢利之稅款，則按照期內估計
應課稅溢利依集團經營業務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在綜合損益表支銷之稅項如下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重列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1）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稅項 1,742 2,518
　以往年度準備之餘額 (2) (317)

海外稅項－本年度稅項 — 178

遞延稅項 138 (56)

應佔稅項  :
聯營公司 1,922 1,487
共同控制企業 3,858 3,401

7,658 7,211

第 一 上 海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中期業績公佈

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約46,474,000港
元（二零零二年  : 33,334,000港元，重列） 及按期內已發行普
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1,173,323,705股（二零零二年  :
1,131,323,705股） 而計算。每股全面攤薄盈利乃根據
1,182,087,836股（二零零二年  :1,147,748,155股） 普通股計算，
即期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加上假設所有未行
使之購股權皆已行使而被視作無償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數
8,764,131股（二零零二年  : 16,424,450股） 計算。

業務回顧

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錄得約
46,000,000港元之股東應佔溢利，相對去年同期增加了
39%。利潤上升主要是由於中國資本（控股）有限公司（「中
國資本」）之出色表現。隨著證券市場之遂漸復甦，  本集
團增加了證券買賣的投資。因此，本集團之營業額亦由去
年同期之80,000,000港元增加至本期之  124,000,000港元。

儘管非典型肺炎於三月爆發，企業融資及股票經紀業務依
然取得令人滿意之成績。與其它行業相比，證券行業在這
次短暫的危機中能更快地復甦。在回顧期內，企業融資部
已完成三宗首次公開招股之保薦工作。

好孩子兒童用品公司（「好孩子」）在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
兩方面均錄得令人滿意的增長。隨著海外客戶的擴充，好
孩子的出口業務持續增長。

受益於中國汽車業的迅速發展，浙江紹興怡東儀錶有限公
司在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兩方面均取得強勁的增長。

上海中創國際集裝箱儲運有限公司（「中創國集」）之表現不
如理想並在期內發生虧損。集裝箱運輸業內之競爭仍然激
烈，同時貨物代理業務之毛利亦趨下跌。

在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中國資本旗下
的投資項目有穩定的表現。出售收費公路的交易為集團帶
來額外之收益。

紅發集團有限公司（「紅發集團」）的股價創出近年來的歷史
新高。藉此我們出售了在紅發集團的部分權益以實現在該
投資之回報。受到非典型肺炎及伊拉克戰事爆發的影響，
紅發集團的業績與去年同期相比有輕微的下降。

有關本集團索回購買力寶中心辦公室之訂金22,300,000港元
之訴訟已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在庭外和解。最終本集團在二
零零三年六月收回9,000,000港元。有關之訂金已於一九九
八年作全數撥備。

展望

與中國的更緊密經貿協議正為香港提供新的機會，預期香
港經濟將走出自非典型肺炎爆發的谷底。為了把握這次機
會，我們擴充了集團的證券部門以增加市場份額。 中國大
陸之經濟維持強勁增長，消費者的購買力也在逐漸增強，
我們相信集團在國內不同行業之投資將繼續取得令人滿意
的回報。

在江蘇省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發展四星級酒店的項目及在
上海張江科技園內的物業發展項目已於期內開展，預期這
些項目能自二零零四年開始為集團提供穩定的回報。

管理層論述及分折

業績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股東應佔
溢利比去年同期上升39%至約46,0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
利則上升34%至3.96港仙。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比去年同期的80,000,000港元
增加55%至124,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主要倚賴內部資源應付業務及投資活動的資金需
要。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良好的財務狀
況，現金儲備約有232,000,000港元而資本負債比率（總負債
但不包括少數股東權益對股東資金）僅為9%。於二零零三
年六月三十日之有價證券投資約為49,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均以港元及人民幣為交易及記帳貨幣。

本集團並無重大之匯率變動風險。

僱員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472名員工（二零零
二年六月三十日：478名），其中389名為中國大陸之員工。
僱員之薪酬按表現釐定，每年檢討一次。除基本月薪外，
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計劃、定額供款公積金計劃及僱
員股權計劃。本集團亦會按需要向員工提供訓練課程。截
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員工成本約為
31,000,000港元。

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帳面總淨值約為92,000,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000,000港元）之集團物業
及15,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00,000
港元）定期存款已抵押作為銀行貸款及一般融資額達
120,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0,000,000
港元）之擔保。

或然負債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為一共同控制企業提供
　銀行貸款之擔保 — 2,830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二年  : 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本身之股份。同時，本公司及所
有附屬公司均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
方法，並與董事會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包
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
期帳目。

遵守上市規則之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沒有指定之聘任條件，其連任
重選仍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於每年之股東週年大
會上被重新考慮。

除上文所述者外，根據各董事意見，本公司於期內均已遵
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最佳應用守則的規定。

於聯交所網頁公佈之詳盡業績報告

載有本公司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至46(6)段所規定全
部資料之業績公佈將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登載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網頁(http://www.hkex.com.hk)
內。

承董事局命
主席及董事總經理

勞元一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