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一 上 海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零一年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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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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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 183,068 154,455
銷售成本 (150,795) (126,110)

毛利 32,273 28,345
分銷成本 (19) (1,329)
行政費用 (34,390) (24,873)
其他營運收益 21,144 4,439
其他收入 4,796 7,651

營運溢利 1 及 2 23,804 14,233
財務成本 (111) (195)
應佔之溢利減虧損
聯營公司 11,164 10,828
共同控制企業 18,898 12,285

除稅前溢利 53,755 37,151
稅項 3 (7,147) (6,630)

除稅後溢利 46,608 30,521
少數股東權益 (1,228) (1,641)

股東應佔溢利 45,380 28,880
撥往資本贖回儲備 (216) (86)

本期溢利滾存 45,164 28,794

每股盈利 — 基本 4 4.1 仙 2.6 仙

每股盈利 — 全面攤薄 4 4.0 仙 2.5 仙

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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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營運溢利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主要業務：
證券買賣及投資 140,005 112,611 11,206 7,946
集裝箱及儲運服務 23,887 24,542 3,175 3,056
企業融資及股票經紀 18,089 16,649 3,773 7,392
投資控股、物業持有、
管理及資訊科技服務 1,087 653 854 (11,812)

183,068 154,455 19,008 6,582

其他收入 4,796 7,651

營運溢利 23,804 14,233

地區：
香港 158,731 129,320 6,986 3,481
中國大陸 24,239 24,959 11,624 2,923
其他 98 176 398 178

183,068 154,455 19,008 6,582

其他收入 4,796 7,651

營運溢利 23,804 14,233

2. 營運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溢利已計入並扣除以下項目：—

計入：
利息收入 5,143 7,773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94 330
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 432 622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10,117 —
出售一共同控制企業權益之收益 9,719 —
出售證券投資之收益 1,142 4,810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 1,356

扣除：
折舊 5,559 4,686
集裝箱儲運及貨運代理服務的直接費用支出 19,832 19,656
出售其他投資之成本 129,973 106,450
投資物業之支出 96 181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163 —

3.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16%（二零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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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稅項 1,171 2,390
往年度準備之餘額 (3) —

海外稅項
本年度稅項 69 121
往年度準備之餘額 — (116)

應佔稅項：
聯營公司 1,224 1,410
共同控制企業 4,686 2,825

7,147 6,630

4.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45,380,000港元
（二零零零年：28,880,000港元）及按期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
之加權平均數1,114,612,677股（二零零零年：1,124,183,281股）
而計算。每股全面攤薄盈利乃根據1,131,139,292（二零零零
年：1,170,178,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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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證及購股權（但
在期內行使價高於每股市值之認股權證及購股權因沒有攤薄
盈利的影響而並未計算內）皆已行使而被視作無償發行之普
通股之加權數16,526,615股（二零零零年：45,995,186股）計
算。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零年：無）。

業務回顧

儘管香港的經濟放緩，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仍然錄得大幅度的盈利增長。於期內出售一物業發
展項目及於宏景資訊科技有限公司之權益為本集團帶來約
20,000,000港元之盈利貢獻。本集團會善用其資源於本身專注
的業務上。

在上半年，香港的資本市場活動呈顯著的放緩跡象。香港股
市的平均每日成交量由去年同期的144億港元下降至本年同期
的93億港元，降幅達35%。證券經紀業務及企業融資業務均受
到日漸疲弱的投資氣候的不利影響。然而，本集團依然能在
此氣候下擴展其業務。為了加強營運的基礎設施以維持未來
的業務增長，營運開銷因而有所增加從而導致該等業務的營
運溢利下降。

在本回顧期內，資產管理部的表現優異，由證券買賣及投資
而產生的盈利貢獻增長了41%至約11,000,000港元。

中國置業（控股）有限公司的表現令人滿意。有關出售其現有
投資項目的行動將繼續進行。

在二零零一年的上半年，好孩子兒童用品有限公司（「好孩子」）
在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兩方面均錄得穩定的增長。面對國
內的強烈競爭，好孩子投入更多的資源於開發海外市場。享
有在中國生產成本較低的優勢，好孩子成功地以具競爭力的
價格及優質的產品擴展其在美國及歐洲的市場。

上海中創國際集裝箱儲運有限公司（「中創國集」）的集裝箱運
輸業務受到上海整體集裝箱運輸量增長放緩所影響，但由於
成本控制得宜，其利潤仍有輕微增長。

展望

在二零零一年二月，中國B股市場開放給本地的投資者參與。
由於越來越多企業選擇在國內募集外㶅資金，預期B股市場將
有大幅的增長。本集團的財經服務部將尋求成為B股市場的活
躍參與者。至於在香港的運作，為了能提供更全面的服務及
配合投資者的需要，財經服務部將在九月份推出期貨經紀服
務。

繼引入中國商業發展基金（美國國際集團投資公司之直接投資
基金）及SB China Holdings Pte Ltd. (Softbank Corporation 之附
屬公司）兩名策略投資者後，好孩子現正進行上市的準備。我
們相信上市的地位能幫助好孩子加強其在兒童用品行業的領
導地位。

有見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將繼續對重要的行業進
行改革，相信會為投資者帶來很多商機。我們預期本集團的
企業融資業務及資產管理業務亦會受惠於中國證券市場之革
新。除此之外，中創國集及本集團在中國的其他投資項目亦
會隨着中國經濟的起飛而獲益。

作為一家有動力的上市企業，本集團會充份利用其現有業務
之穩定回報並掌握新機會收購有潛力的項目以增加股東們的
回報。我們深信在貫徹執行此策略下，在中國的相繼投資將
會在未來繼續為本集團帶來成功。

管理層論述及分折

業績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股東應佔溢
利比去年同期增加57%至約45,0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亦
增加58%至4.1港仙。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比去年同期的154,000,000港元
增加19%至183,000,000港元。

出售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本集團以代價67,000,000港元出售於一共
同控制企業的所有權益，因此而獲得的收益約10,000,000港
元。該共同控制企業之業務是發展一幢位於北京市之地產物
業。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本集團將其在宏景資訊科技有限公司的
控制性股權以代價20,000,000港元出售，因此而獲得的收益約
1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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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良好的財務狀況，現
金儲備約有26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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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
之有價證券投資約為6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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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489名員工（二零零零
年六月三十日：450名），其中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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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帳面總淨值約為94,000,000港元（二
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000,000港元）之集團物業及
13,000,000港元定期存款（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 ,000 ,000港元）已抵押作為銀行貸款及一般融資額達
118,00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000,000港
元）之擔保。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運用的銀行
透支額度為10,00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或然負債

本公司連同其他人士為一共同控制企業提供企業擔保以獲得
銀行貸款，最高額度為70,000,000港元（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70,000,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在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購回本身
之股份之詳情如下：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一年一月 496,000 0.445 0.435 220,901
二零零一年二月 584,000 0.400 0.395 233,508

1,080,000 454,409

上述購回之股份已由本公司註銷，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亦按
照已註銷股份之面值相應減少。與註銷股份面值相等之數額
216,000港元已撥往資本贖回儲備項下。而股份購回所付之餘
額及應付之經紀費用已從股份溢價帳中扣除。

除上文披露之股份回購外，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於期內均無
購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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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截至二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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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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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至46(6)段所規定本公司所有資
料的詳盡業績公佈將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或之前登載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網頁（http://www.hkex.com.hk）。

承董事局命
主席及董事總經理

勞元一

香港，二零零一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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