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一 上 海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零零年末期業績
第一上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企業截至二零零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附註 （港幣） （港幣）

營業額 1 305,483,881 719,454,505

銷售成本 (225,457,238) (541,010,195)

毛利 80,026,643 178,444,310
分銷成本 (1,693,127) (41,561,130)
行政費用 (64,246,138) (82,171,301)
其他營運支出 (7,174,612) (7,362,083)
其他營運收益 13,871,565 11,284,629

營運溢利 1 20,784,331 58,634,425
財務成本 (377,398) (5,360,121)
應佔之溢利減虧損
聯營公司 25,663,173 18,111,237
共同控制企業 27,500,604 11,487,201

除稅前溢利 73,570,710 82,872,742
稅項 2 (12,611,588) (11,921,329)

除稅後溢利 60,959,122 70,951,413
少數股東權益 (2,580,148) (16,629,988)

股東應佔溢利 58,378,974 54,321,425
承前滾存溢利 64,427,933 10,106,508

可供分配之總溢利 122,806,907 64,427,933
撥往資本贖回儲備 (2,363,200) —
擬派末期股息 (16,708,495) —

滾存溢利結轉 103,735,212 64,427,933

每股盈利

—基本 3 5.20 仙 5.10 仙

—全面攤薄 3 5.17 仙 5.08 仙

附註：

1. 本集團於本年度以各主要業務及地區作分析之營業額及業績貢獻於下：

營業額 營運溢利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a) 業務分析

證券買賣及投資 194,212,206 189,575,016 13,458,771 10,724,747
集裝箱儲運服務收益 51,382,165 46,813,827 4,437,050 7,956,394
兒童用品銷售 — 460,428,563 — 50,582,562
軟件銷售及顧問服務 6,243,908 — (2,150,442) —
企業融資及經紀收入 35,924,160 7,395,266 14,595,379 1,682,666
投資控股，股票物業持有及管理 17,721,442 15,241,833 (9,556,427) (12,311,944)

305,483,881 719,454,505 20,784,331 58,634,425

(b) 地區分析

香港 249,916,303 205,875,947 11,736,244 (2,343,482)
中國大陸 53,980,878 511,626,969 6,894,554 60,110,601
其他 1,586,700 1,951,589 2,153,533 867,306

305,483,881 719,454,505 20,784,331 58,634,425

折舊額10,624,553港元（一九九九年：21,623,910港元）已包括在營運溢利內。

2.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16%（一九九九年：16%）提撥準備。海外溢利之稅款，則按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依集團經營
業務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在綜合業續支銷之稅項如下：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港元） （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稅項 2,302,100 144,000
往年度準備之（餘額）／不足 (29,450) 9,293
一九九七／九八年度10%
香港利得稅退稅 — (9,780)

海外稅項
本年度稅項 512,870 5,338,736

應佔稅項
聯營公司 3,492,058 4,038,478
共同控制企業 6,334,010 2,400,602

12,611,588 11,921,329

3. 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乃根據本年度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58,378,974港元（一九九九年：54,321,425港元）。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年度內已發行普通
股份之加權平均數1,122,838,260股（一九九九年：1,064,442,622股）為基礎計算。每股攤薄後盈利乃根據1,128,179,736股（一九九九年：1,068,877,579
股）普通股計算，即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加上假設所有未行使之認股權證及購股權皆已行使而被視作無償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5,341,476股（一九九九年：4,434,957股）計算。

業務回顧

二零零零年度之純利有所增加，主要由於財經服務部在年內之表現令人鼓舞，加上中國置業（控股）有限公司（「中國置業」）轉虧為盈
所致。好孩子兒童用品有限公司（「好孩子」）之業績從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起以共同控制企業之方式入帳，因此二零零零年度本集團之
營業額有所減少。假若撇除好孩子因會計處理方式改變之影響，二零零零年度之營業額將上升18%。

於回顧年度，財經服務部透過羅致更多證券銷售及企業融資人才，加強股票經紀及企業融資業務之實力，以應付不斷擴大之客戶基
礎。該部門在年內參與更多首次公開發售及股份發行活動，在企業融資業保持活躍。二零零零年第二季更推出網上經紀服務，配合
現有經紀業務為客戶提供更佳服務。

中國經濟基礎之改善使國內營商活動轉趨活躍。中國置業所投資公司大部份均錄得理想業績。本公司在二零零零年五月曾建議以
15,000,000美元代價收購中國置業持有之10家中國合營企業之權益。然而，有關建議並未獲中國置業股東特別大會通過。

二零零零年七月，策略投資者中國商業發展基金（美國國際集團投資有限公司之直接投資基金）及SB China Holdings Ptd Ltd.（Softbank
Corporation之附屬公司）投資約18,000,000美元認購好孩子股本權益。

二零零零年，好孩子及紅發集團有限公司之經營業績同時受到原料成本上升所影響。兩家公司均已採取行動控制經營成本及增加營
業額。

作為中國最大貸運港，上海自九十年代起一直發展驕人。雖然市場競爭激烈，但上海中創國際集裝箱儲運有限公司（「中創國集」）於
二零零零年之表現仍然令人鼓舞。

本集團不斷留意新的資訊科技機會，以更新及改良集團公司之營運系統，應付客戶需要及提高效率。好孩子於二零零零年推出其網
站，透過互聯網向客戶及業務夥伴提供全新之通訊渠道。

茲通告第一上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三時正在香港中環德輔道中71號永安集團大廈19
樓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便處理下列事項：

1. 省覽本公司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及董事與核數師報告書。

2. 重選根據公司細則退任之董事並釐定董事酬金。

3. 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0.015港元。

4. 重新委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釐定其酬金。

5. 考慮並酌情通過或經修訂後通過下列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一般及無條件批准公司之董事會在一切適用法例之規限下，於有關期間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購回本公司股份及認股權證；

(b) 依據上文(a)節之批准於有關期間購回之股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過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10%，
而上述之批准亦以此數額為限；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至下列較早時間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本決議案時；及

(iii)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

6. 考慮並酌情通過或經修訂後通過下列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一般及無條件批准公司之董事會於有關期間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發行、配發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額外股份，及訂立或授
予可能須行使該等權力之配發、協議或認購權；

(b) 依據上文 (a) 段之批准，授權本公司董事在有關期間內訂立或授予可能於有關期間屆滿後行使該等能力之建議、協議及認股
權；

(c) 惟所發行、配發、處理或（不論依據購股權或其他方式）有條件或無條件協議發行，配售或處理之股本之面值總額，及惟根
據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按其當時持股比例配售新股，（董事會有權就零碎股份或就香港以外任何地區之法例
或任何認可監管機構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規定所引致之任何限制或責任而必須或權宜取消股東在此方面之權利或作出其他
安排），或因行使本公司購股權外，不得超過本決議案獲通過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20%，而上述之批准亦以此
數額為限；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是指與上述第5項 (c) 決議案之期間一樣。」

7. 考慮並酌情通過或經修訂後通過下列普通決議案：

「在上述第5項決議案通過後，擴大根據本大會通告第6項決議案授予董事會配發股份之一般權力，在董事會根據上述一般權力可
以發行或同意將予配發之股本總面額上，另加相當於本公司按照本大會通告第5項決議案獲授予之權力購回之本公司股本總面額
之數額。」

8. 商討本公司其它業務事宜。

承董事局命
主席及董事總經理

勞元一
香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日

註冊辦事處：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71號
永安集團大廈1903室

附註：

1.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確定合資格獲派發
末期股息之股東。所有股份之過戶文件須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9樓，方為有效。

2. 凡有權出席上述會議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可委任一位或以上之代表出席會議，並於進行表決時代其投票。受委任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3.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簽署人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必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
時間四十八小時前送達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方為有效。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展望

證券業之市場氣氛在二零零一年下半年相信將會好轉。財經服務部計劃在二零零一年七月推出期貨經紀服務，務求為客戶提供更全
面之金融服務。中國政府最近決定准許當地投資者參與買賣B股。而該部門具備足夠實力掌握此商機。該部門最近更在深圳而稍後將
在上海成立附屬公司，以從事資產管理業務。

中國置業將繼續尋求機會，出售現有非科技投資，轉而集中投資在新科技下擁有增長潛力之增值行業。

預期原料價格在二零零一年將回穩。為保持競爭力，好孩子將集中提高生產效率及控制營運開支。在新股東協助之下，好孩子將建
立電子商務平台，以進一步發揮在中國現有之銷售網絡、優質產品及品牌形象。

中創國集將繼續受惠於上海貨櫃吞吐量之急劇增長，尤其在中國加入世貿後之有利形勢。鑑於電子商務活動與日俱增，而港口經營
商及貨櫃碼頭紛紛實施營運電腦化，中創國集亦準備改善服務，與業務夥伴聯手向客戶提供優質後勤支援服務。

近年，本集團自融資服務、生產兒童用品、貨櫃運輸及直接投資等業務一直取得穩定收入。一九九九年，本集團開始投資科技業務。
本集團將繼續採取一貫之業務策略，包括收購發展潛力優厚之項目、提高現有業務之經濟效益及增加股東回報。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股東應佔純利增加7.5%至約58,4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亦增加2%至5.20港仙。
本集團之營業額則由一九九九年下降57%至305,000,000港元，此乃由於本集團自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起將好孩子之投資重新分類，由附
屬公司改為共同控制企業，好孩子之業績於二零零零年據此按權益法入帳，本集團之營業額、毛利、分銷成本、行政費用及財務成
本因而大幅減少。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公司主要倚賴內部資源應付業務及投資活動所需。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205,000,000港元，
債務對股本權益比率僅為9%。

回顧年度之銀行利息收入約為16,000,000港元，較一九九九年增加23%，乃由於利率上升及開展股票孖展業務所致。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均以港元及人民幣為交易及記帳貨幣。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單位信託及有價股票投資約為48,000,000
港元。於二零零零年，本集團並無參與任何衍生工具活動。

於二零零零年二月，本公司透過以每份0.12港元之價格配售220,000,000份認股權證籌得約25,000,000港元。認股權證持有人可於二零
零一年八月一日或以前按每股0.62港元之初步認購價認購本公司新股。

股息政策

本集團於近年一直維持財政穩定及現金充裕，以便及時掌握任何投資機會。二零零零年之每股股息建議為0.015港元，即派息率為29%。
而一九九九年並無派發任何股息。

僱員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員工463人，其中395人為中國大陸之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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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本集團亦會按需要向員工提供訓練課程。

抵押資產

於結算日帳面總淨值約為96,000,000港元（一九九九年：103,000,000港元）之集團物業及13,000,000港元定期存款（一九九九年：13,000,000
港元）已抵押作為銀行貸款及一般融資額達93,000,000港元（一九九九年：55,000,000港元）之擔保。於結算日，本集團沒有運用此等融
資額度（一九九九年：3,7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本公司連同其他人士為好孩子提供企業擔保以獲得銀行貸款及透支，最高額度為70,000,000港元（一九九九年：無）。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015港元（一九九九年：無）予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待股東於
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七日星期四派付。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本年度，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以總價格5,011,298港元購回每股面值0.20港元之本公司普通股股份合共11,816,000股。
購回股份之詳情如下：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總價值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零年五月 432,000 0.560 0.530 234,258
二零零零年九月 592,000 0.500 0.480 294,080
二零零零年十月 5,120,000 0.490 0.350 2,030,640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5,016,000 0.460 0.420 2,175,360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656,000 0.430 0.420 276,960

11,816,000 5,011,298

股份購回支付費用總額 17,820

5,029,118

上述購回之股份已由本公司註銷；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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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200
港元已撥往資本贖回儲備項下。而股份購回所付之剩餘總額2,665,918港元已從股份溢價帳中扣除。

除上文披露所購回之股份外，本公司於本年度沒有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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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全年度均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最佳應用守則的規定。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確定
合資格獲派發末期股息之股東。所有股份之過戶文件須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9樓，方為有效。

於聯交所綱頁上的資料披露

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之規定而列載有關資料之二零零零年年報，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綱頁上登載，網址為
http//www.hkex.com.hk。

承董事會命
主席暨董事總經理

勞元一

香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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