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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二零零四年中期純利增加創科實業二零零四年中期純利增加創科實業二零零四年中期純利增加創科實業二零零四年中期純利增加 41.8%達達達達 2.99 億億億億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   *   *   * 

持續強勁增長持續強勁增長持續強勁增長持續強勁增長 
 
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2004 2003 變化（%）

營業額(百萬港元) 6,724 4,815 39.7  
毛利    (百萬港元) 2,004 1,295 54.8  
純利    (百萬港元) 299 211 41.8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每股基本盈利(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22.49 16.28 38.2  
每股中期股息每股中期股息每股中期股息每股中期股息(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4.500 3.625 24.1  
    
毛利率(%) 29.8 26.9  
純利率(%) 4.4 4.4  
 
 （香港，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二日）－創科實業有限公司創科實業有限公司創科實業有限公司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創科實
業」 /「集團」) (股份編號：669；美國 ADR：TTNDY)今天宣佈截
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中期業績，純利上升至 2.99 億港
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41.8%。每股基本盈利增加 38.2%至 22.49 港仙
（2003 年：16.28 港仙）。董事局建議派發中期股息為每股 4.5 港
仙。 
 
        創科實業主席及行政總裁創科實業主席及行政總裁創科實業主席及行政總裁創科實業主席及行政總裁 Horst Julius Pudwill 先生表示：「於
二零零四年度上半年，創科實業的業績再創紀錄，在各業務環節及所
有地域市場之營業收入均錄得雙位數增長。儘管原材料有漲價壓力，我
們藉著進一步整合業務、發揮大規模經濟效益及集中統籌集團採購程序，
從而改善毛利率。此外，儘管集團須就收購 Royal Appliance Mfg. Co. 
(「Royal」)之商譽作出較高攤銷金額，純利率仍能保持於與去年度相若之
水平。」 
  
  展望二零零四年度下半年，Pudwill 先生評價：「我們有充份理由
對保持業務強勁增長勢頭深具信心。儘管經濟前景欠明朗，根據過往經
驗，集團之業務並不太受建屋量變化之影響。集團之業務擴展勢頭將由更
多元化之產品及市場所帶動。創科實業具有利條件於二零零四年全年度繼
續朝高增長路向發展。」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電動工具產品 
 
  電動工具產品業務之營業額較二零零三年度同期大幅攀升 35.9%至

4,711,892,000 港元，佔集團總營業額之 70.1%。經營溢利增加 48.1%至

294,282,000 港元。 

 
  各主要市場及產品系列均錄得增長，同時市場佔有率亦持續上升。北

美洲方面，在與零售合作夥伴共同推行優惠店服務計劃及強勁宣傳推廣帶

動下，具市場知名度之 Ryobi 家用電動工具系列保持強勁增長。RIDGID®
專業級電動工具系列則以其設計創新、耐用可靠及優良質素，繼續成為暢

銷產品。 
 
  歐洲方面，得力於更佳之品牌定位及推陳出新之產品，集團在各主要

市場之銷售額和盈利均錄得強勁增長。於回顧期內面世之 Ryobi 品牌新款

產品備受歡迎，從而提高集團在英國、德國、法國、西班牙及意大利之市

場佔有率。 
 
地板護理產品業務 
 
  地板護理產品業務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 53.1%至 1,717,292,000

港元，佔集團營業額之 25.5%。經營利潤增加 38.4%至 80,457,000 港元。 
 
  Royal 在主要零售市場推出新產品，業務進展保持良好。受惠於整合

在創科實業之集團架構內，Royal 在北美洲之成本架構已得到改善，同時

精簡產品開發工序。此外，Vax 隨著存貨銷清及推出與 Royal 共同開發以

Vax 為品牌之新型號產品，Vax 之營業收入亦取得不俗之增長。集團亦繼

續加強原件設備製造(OEM)業務，繼續為客戶提供備受歡迎之產品，加

上與兩家主要品牌公司訂立新合約，此方面業務取得飛躍增長。 
 
太陽能照明、激光儀及電子量度儀 
 

上半年度內，太陽能照明、激光儀及電子量度儀業務再創佳績。營業

額較二零零三年度同期增加 30.6%至 294,931,000 港元，佔集團總營業額之

4.4%。經營利潤錄得 59,379,000 港元，增幅達 42.4%。此項業務透過擴大各

類產品系列帶動銷售，而近期投入資源開發技術亦有助其能更迅速地回應

市場對創新產品之需求。 

 

 



  

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財務回顧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仍然充裕。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淨

值為 21.5 億港元，相比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則分別為 16.2 億港元及 19.8 億港元。由於要為下半年度之付運高峰

期作好準備，本集團於上半年度對營運資金之需求一般會較高。基於本集

團之業務持續帶來大量流動現金，預計於全年度完結前營運資金狀況會獲

得進一步改善。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持有淨現金，相比於去年度同期之資

本與負債比率則為 53.1%。資本與負債比率乃淨借貸總額佔股東權益總額

之百分比。銀行借貸總額由去年度同期之 23.7 億港元下降至回顧期內之

19.6 億港元，並與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借貸水平相若。 
 
於回顧期內之淨利息開支為三千七百萬港元，僅較去年度同期增加三

百萬港元。利息保障﹙即除利息及稅項前溢利相對於淨利息開支總額之倍

數﹚為 10.35 倍，較二零零三年度首六個月之 8.17 倍有所改善。 
 
有關公告及業績發佈內容，請瀏覽有關公告及業績發佈內容，請瀏覽有關公告及業績發佈內容，請瀏覽有關公告及業績發佈內容，請瀏覽  www.ttigroup.com 
 
投資者推介會網上廣播投資者推介會網上廣播投資者推介會網上廣播投資者推介會網上廣播 
可由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二日晚上九時（香港時間）至九月十一日於 www.ttigroup.com
瀏覽 
 
關於創科實業關於創科實業關於創科實業關於創科實業  
創科實業成立於一九八五年，乃快速增長的家居裝修用具業界翹楚，全球員工

約 16,300 人。創科實業的全球品牌組合包括 RYOBI 電動工具、HOMELITE 和

RYOBI 戶外園藝電動工具、ROYAL、DIRT DEVIL、REGINA 及 VAX 地板護

理產品。創科實業自一九九零年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後，在過去九年一直錄

得雙位數字增長。創科實業乃恒生成份股指數內恒生香港中型股指數的成份

股、MSCI 香港指數成份股、富時香港指數的成份股及恆生／富時亞洲耐用品指

數的成份股。欲知詳情，請瀏覽  www.ttigroup.com。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RIDGID®  
RIDGID® 乃 Ridgid, Inc. 之註冊商標。 Ridgid,  Inc. 乃位於美國聖路易斯的

Emerson 集團（紐約證券交易所：EMR）旗下的  Emerson Professional Tools
的業務之一。  
 
新聞垂詢：新聞垂詢：新聞垂詢：新聞垂詢：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創科實業有限公司創科實業有限公司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鄧碧瑜  吳慧怡  (852) 2864 4831 veron@strategic.com.hk 
電話： (852) 2402 6653 劉章美  (852) 2864 4815 carol@strategic.com.hk 
傳真： (852) 2413 5971 唐緻靈  (852) 2864 4836 annisa@strategic.com.hk 
電郵： yammietang@tti.com.hk 傳真：  (852) 2804 2789/ 2527 1196 



  

業績概要業績概要業績概要業績概要 
 
 綜合收入報表綜合收入報表綜合收入報表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04  2003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6,724,115       4,814,649 
銷售成本           (4,720,044)      (3,519,725) 
   
毛利總額            2,004,071       1,294,924 
其他經營收入                14,074            33,377 
利息收入                22,155              5,361 
銷售、分銷、廣告及保用費用             (693,737)         (474,426) 
行政費用             (762,714)         (496,323) 
研究及開發費用             (164,759)           (69,842) 
   
經營溢利              419,090          293,071 
財務成本               (58,702)           (38,990) 
   
未計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及稅項前溢利              360,388          254,08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26)                187 
   
除稅前溢利              359,762          254,268 
稅項               (42,677)           (30,437)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317,085          223,831 
少數股東權益               (18,227)           (13,008) 
   
本期間溢利              298,858          210,823 
   
中期股息             (118,444)           (65,388)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                  22.49              16.28 
攤薄後                  21.78              15.91 

 

 
 
 
 
 
 
 



  

  
 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資產負債表 

 
  

 

 2004  2003
 於 6 月 30 日 於 12 月 31 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63,915  904,356 
商譽 635,580  652,760 
負商譽 (31,023)  (33,175)
無形資產 178,669  25,154 
於聯營公司應佔資產額 132,124  118,394 
證券投資 38,608  41,419 
遞延稅項資產 300,706  273,937 
其他資產 1,195  1,195 
非流動資產總值 2,119,774          1,984,040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2,539,274  2,491,650 
銷售賬款及其他應收賬 1,579,099  2,197,789 
訂金及預付款項 328,424  293,408 
應收票據 122,984  36,409 
證券投資 5,635  5,575 
可收回稅項 1,123  51,274 
聯營公司銷售賬款 40  48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1,970,998  2,586,075 
流動資產總值 6,547,577          7,662,228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採購賬款, 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賬 (3,427,325)  (4,894,161)
保用撥備 (183,122)  (208,552)
應付聯營公司銷售賬款 (9,319)  (3,230)
應繳稅項 (108,165)  (68,114)
應派股息 (118,444)                     -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之承擔 － 於一年內到期 (2,988)  (5,485)
借款 – 於一年內到期 (549,011)  (497,975)
流動負債總值 (4,398,374)  (5,677,517)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2,149,203  1,984,71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268,977  3,968,751 
    
股本與儲備股本與儲備股本與儲備股本與儲備       
股本 (133,663)  (132,497)
儲備 (2,614,167)  (2,380,387)
股東基金股東基金股東基金股東基金    (2,747,830)  (2,512,884)
少數股東權益 (64,601)  (46,374)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之承擔 － 於一年後到期 
(3,148)  (14,261)

借款 – 於一年後到期 (1,405,489)  (1,348,497)
遞延稅項負債 (47,909)  (46,735)

 (4,268,977)  3,968,751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