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損益表
上海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損益表，連同上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2002 2001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380,037 3,199,418
銷售成本 (1,545,306) (1,539,281)

毛利 1,834,731 1,660,137
加：投資收入 93,788 201,555

其他營運收入 60,089 31,981
減：分銷費用 (526,614) (487,857)

行政費用 (269,616) (280,965)
其他營運費用 (33,256) (34,687)

經營溢利 3 1,159,122 1,090,164
減：於五年內全數歸還之銀行及

其他貸款利息費用 (63,745) (93,771)
加：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

合營企業權益之溢利 222,864 154,360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 141,849 266,846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7,032 72,370

減：合營企業權益之減值損失 (15,300) －

除稅前經常業務溢利 1,451,822 1,489,969
稅項 4 (182,376) (108,854)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269,446 1,381,115
少數股東權益 (143,103) (178,581)

本年度溢利 1,126,343 1,202,534

股息 5 454,020 395,491

每股盈利 6
－基本 1.22港元 1.34港元

－攤薄 1.21港元 1.32港元

備註：

(1)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除某些物業及證券投資是以重估價值列帳外，本財務報告是按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的。

根據董事意見，除以下𤉸述外，本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中所採用的一致。

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增或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

外幣

會計實務準則第11條「外幣兌換」修訂後刪除了以結算日之匯率折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收益表
之選擇，此等項目需以平均匯率進行折算，此會計準則之修訂並沒有對本會計年度或過往會
計年度之業績有任何重要影響。

員工福利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納了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員工福利」。此準則為計算各項員工福利，包
括退休福利計劃引入正規體制，此會計準則之採納並沒有對本會計年度或過往會計年度之業
績有任何重要影響。

(2) 業務分布資料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按主要業務分布及主要市場地區劃分之分析如下：

營業額 經營溢利
2002 2001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分布
消費品及百貨零售 1,832,933 1,756,014 260,695 171,705
醫藥生物科技 842,386 723,911 225,055 150,109
基建及現代物流 704,718 719,493 701,926 718,245

3,380,037 3,199,418 1,187,676 1,040,059

減：總部行政支出淨值 (79,400) (87,836)
加：利息收入 50,846 137,941

經營溢利 1,159,122 1,090,164

市場地區
中國大陸 2,620,785 2,471,323 1,039,145 969,930
東南亞國家 329,863 303,321 43,245 20,969
其他亞州國家 147,705 140,922 31,288 24,602
香港 137,671 124,068 54,600 14,083
其他地區 144,013 159,784 19,398 10,475

3,380,037 3,199,418 1,187,676 1,040,059

減：總部行政支出淨值 (79,400) (87,836)
加：利息收入 50,846 137,941

經營溢利 1,159,122 1,090,164

(3) 經營溢利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

商譽攤銷／減值 1,869 1,15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攤銷 105,947 108,11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溢利）／虧損 (855) 969

(4) 稅項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30,102 8,510
－往年超額撥備 (1,255) (5,096)

－中國所得稅
－本年度 86,135 56,528
－往年少提／（超額）撥備 7,186 (7,304)

122,168 52,638

遞延稅項
－本年度 (7,805) 7,124
－稅率變動之影響 － 2,100

(7,805) 9,224

分佔合營企業之中國所得稅 41,950 35.127
分佔聯營公司之中國所得稅 26,063 11,865

68,013 46,992

182,376 108,854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計算。

根據中國大陸（「中國」）之適用法律及條例，本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
獲得數年之中國所得稅豁免及優惠。根據當地稅務機關之相關條文，某些於中國的附屬公司
及聯營公司被認可為「高科技企業」，因而享有較低之稅率。本年度之中國所得稅率已包含了
這些稅務優惠，稅率由10%至33%。

本年度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未撥備之重大遞延稅項。

(5) 股息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2001年：每股14港仙） 141,332 125,688
2001年末期股息每股34港仙（2000年：每股30港仙） 312,688 269,756
由於派發上年度股息前行使之購股期權／
發行新股而須額外派發之股息 － 47

454,020 395,491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2001年：每股34港仙），並有待股東在股東周年大會上投
票通過。

(6) 每股盈利

本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之盈利乃按下列數字計算：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年度溢利及藉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 1,126,343 1,202,534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按附屬公司每股盈利之潛在攤薄影響所作 (21) －

之溢利調整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 1,126,322 1,202,534

2002 2001
股數 股數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19,908,679 898,671,854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購股期權 10,721,509 12,503,406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30,630,188 911,175,260

(7) 撥入或撥自儲備之款額

本年度，本集團於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約有44,185,000 港元自溢利
中撥入中國法定儲備而轉撥當中已扣除少數股東權益。另外，約有5,213,000港元於被認作出售
部分合營企業權益時由中國法定儲備撥回至保留溢利中。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

二零零二年度末期業績公布

摘 要

‧  本集團二零零二年淨利潤約為11億2,634萬港元，經營溢利較上年度增加約6.3%，每股盈利約為1.22港元。

‧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全年派息合共每股45港仙。

‧  光明乳業於二零零二年八月成功在中國A 股市場上市，本集團因而錄得約2億2,000萬港元的特殊收益。

‧  上海外高橋一期碼頭新組建公司上海浦東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三月正式營業，項目將可分享上海集裝箱業務的迅速成長。

‧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五月收購大通國際25% 股權並取得實質管理權，今年將進一步入股至最終擁有其70% 權益。

‧  中芯國際目前已發展成為中國規模最大、技術先進以及服務項目最齊全的8英寸晶圓代工廠，業務穩步推進。

‧  上實醫藥於年內積極進行收購兼併活動，在推進現有科研、生產、分銷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倘於二零
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上獲批准後，該股息將於二零零三年六
月三日派發予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包
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在該期間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取得將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之股息，各股東須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秘書商業服務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28樓），方為有效。

展開「上實」新的一頁，創造股東更高價值

二零零二年全球經濟存在多方面不明朗因素，不少海外市場以及本港經濟備受壓力，呈
現通縮現象，影響企業盈利。本集團有賴中國內地尤以上海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市場商機，
在國內參與多個大型優質投資項目，未來業務增長將獲極大裨益。本集團二零零二年全
年整體業績表現平穩，錄得約11億2,634萬港元溢利，較上年度稍降約6.3%，建議派息比
率約為37%。縱觀二零零二年度，集團核心業務進展良好，年內重點工作在於開拓及培
育多項潛質優厚的新業務，鞏固既有具市場競爭力的投資項目，並對非主營業務逐步整
合收縮，務求使集團的資源配置達至最優化，從而提高企業盈利能力，努力為股東創造
最佳回報。

本集團近年來積極推進業務轉型，已逐步培育出三個重點新業務群－現代物流、醫藥生
物科技及信息技術，為未來發展創造良好條件。基礎設施項目利潤仍為本集團之重要收
入來源之一，二零零三年開始啟動的外高橋一期項目將進一步鞏固基建業務盈利基礎。
醫藥生物科技業務迅速成長，研發、製造和分銷一體化推進。旗下傳統業務穩步發展，
消費品業務不斷提升企業競爭能力，業務保持高速增長，汽車及零部件業務經不斷調整
優化，每年可為本集團帶來盈利貢獻。

業務回顧、討論與分析

本集團基建及現代物流業務二零零二年度錄得淨利潤約為7億890萬港元，佔本集團業務
淨利潤*約為57.6%。

基建及現代物流業務

基建設施

集團在上海投資經營的內環線、南北高架道路及延安路高架高速公路二零零二年全年所
獲淨利潤約為7億365萬港元，為本集團的主要盈利和現金來源之一。此等項目須逐年攤
銷投資成本，於會計角度盈利每年有稍微下調。

上海外高橋國際集裝箱碼頭第一期合資經營項目於二零零二年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新組
建公司上海浦東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一日正式營業，項目註冊
資本為人民幣19億元，本集團佔10%權益，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三年第一季度支付協定投
資金額人民幣1億9,000萬元。外高橋一期碼頭二零零二年集裝箱吞吐量達178萬個標準箱，
實現淨利潤約為人民幣2億4,000萬元。預計二零零三年合資後十個月集裝箱吞吐量將達185
萬個標準箱，項目可為本集團日後提供穩定盈利貢獻。

現代物流

二零零二年五月，本集團成功收購在中國內地擁有全國性現代物流業務網絡的大通國際
運輸有限公司（「大通國際」）25% 的權益，並取得實質管理控制權，第一期出資額為人
民幣5,500萬元。本集團隨後於七月簽訂協議，進一步增資／收購大通國際股權，預期整
項工作將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內完成，連同第一期出資，本集團投入資金總額將達人民
幣2億6,500萬元，並最終將擁有其70%權益。本集團管理班子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份進駐大
通國際，主要工作在於致力保持業務穩步增長，提升管理水平，以及開拓專業化物流業
務領域，使逐步形成具備與國際市場接軌及高競爭能力的綜合現代物流企業。

大通國際於二零零二年七月收購香港大通環球物流有限公司（「大通環球」）51%控制性股
權，公司主營國際貨運業務，銷售網絡以海外市場為主。大通環球將可加強本集團物流
業務網絡相互協同，為大通國際引進海外優秀物流企業作為貿易夥伴，並同時招攬各地
物流業務客戶。

上海實業外聯發國際物流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進入實質性營運，已完成整體業務流程
整合，累積了不少客源，每月平均收入較上年合資公司組建成立前增長約68%，並隨著
業務量的上升，新增租賃倉庫總面積達6.7萬平方米。目前正加緊開拓新業務領域如機場
空運貨運操作業務、口岸出口貨物代理業務等。

上海實業中外運國際物流有限公司二零零二年七月正式開業，半年來經營情況良好並已
有微利，進出口貨量達30萬噸，處理集裝箱3,300個標準箱。現時正籌備於上海化工區建
立庫房及堆場，擴大業務規模。

信息技術業務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中芯國際」）自投資建廠以來，不斷與世界領先半導體
公司結盟或合作，在技術開發方面取得迅速進展，目前已進入0.18微米量產階段，並完
成開發銅制程技術。通過在技術方面的努力，  以期吸引更多優質客戶，為他們提供合
適的代工服務。目前合作夥伴包括日本的東芝、富士通、新加坡的特許半導體、歐州的
IMEC和英飛淩以及美國的ChipPac、Artisan Components等公司。

隨著上海一、二、三座廠房陸續投產，至二零零二年底，中芯國際員工超過3,200名，目
前每月生產能力超逾30,000片。由於二零零二年尚處於投資期和量產初期，設備折舊金額
龐大，仍處於虧損狀態，本集團應佔虧損約為1億2,095萬港元。中芯國際預計二零零三年
訂單情況理想，並將因應市場需求繼續提高生產能力。

上海市信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信投」）二零零二年淨利潤約為人民幣3,503萬元，年
內所完成之主要建設包括：

‧ 上海有線電視網絡－全年完成了20萬用戶的有線電視網絡雙向改造，目前市區基本
上已達至雙向城域網全面覆蓋，雙向業務可服務用戶累計達170萬戶，「有線通」寬帶
用戶已達6.7萬戶。

‧ 信息管線建設－集約化通信管道已逐步覆蓋上海中心城區主要商業區。全年新建管
道280溝公里，累計管道總量達830溝公里，接入大樓100幢，簽訂銷售合同人民幣1億
6,000萬元。

‧ 信用聯合征信系統－截至二零零二年底，系統入庫企業達60萬家，個人聯合征信入
庫已達290萬人。年出具個人信用查詢報告達31萬份。上海信投佔項目35%權益。

‧ 上海口岸綜合信息系統－年內基本建成了口岸通關數據平台，通關時間大為縮短，
系統在全國各口岸居領先水平。上海信投為項目的第一大股東，佔22%權益。

上海光通信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光通信」）二零零二年業務處於調整期。上海光通信
的主要合作夥伴美國朗訊科技面臨業務重組，上海光通信屬下數家合資企業亦相應作出
了股權及資產調整。二零零二年只錄得盈利約人民幣1,115萬元。上海通信技術中心二零
零二年全年虧損約為人民幣268萬元，相對上年虧損大幅收窄約61%。

醫藥生物科技業務

醫藥生物科技業務二零零二年淨利潤約為5,748萬港元，相比二零零一年度在扣除本集團
應佔上海家化聯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家化」）上市所產生的特殊收益後之淨利潤上升約
59%，佔本集團業務淨利潤*約為4.7%。

上海實業醫藥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上實醫藥」）自上市以來經營溢利複合年均增長約26.3%，
二零零二年全年淨利潤約為8,752萬港元，扣除上年度上海家化上市所得特殊收益以及於
本年度為旗下公司作出特殊減值撥備後，淨利潤較上年度增長約33.5%。年內進行的4個
併購項目，亦為上實醫藥未來盈利增長奠下良基。

‧ 治療藥品與保健品

正大青春寶藥業有限公司四個重點注射液產品銷售成績斐然，保健品「青春寶抗衰老
片」再創歷史銷量記錄，較上年增長約37%，二零零二年八月推出市場的新產品「青春
寶美容膠囊」年內四個月銷售近人民幣1,500萬元。廈門中藥廠有限公司的「新 片」以
全年備考銷售額計算，為上實醫藥前五位銷售最高的治療藥品。「鮮枸杞顆粒沖劑」
亦於十一月底推出市場銷售。

‧ 醫療器械

上實醫藥於醫療器械的總投資額少於其整體淨資產的10%，仍處於業務成長階段，其
中微創醫療器械（上海）有限公司「MicroPort」品牌的微創傷介入手術器材銷售下半年
較上半年增長約3.6倍，珠海友通科技有限公司的數碼醫學影像設備和醫用信息系統
銷售較上年亦有理想升幅，目前已應用於國內14家醫院。

‧ 個人護理用品

上海家化二零零二年為上實醫藥帶來約2,400萬港元的盈利貢獻。「六神」品牌銷售收
入與上年度比較基本持平，「清妃」、「美加淨」和「佰草集」銷售收入較去年分別增長
約6%、13%及42%。

‧ 生產技術

加快推進GMP認證為上實醫藥二零零二年工作重點之一，通過技術提升以不斷提升
產品的整體素質，提高公司綜合競爭力。

上海三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三維生物技術」）於二零零二年六月順利完成了抗腫瘤藥品
H101項目的二期臨床試驗，並於九月獲得三期臨床批文，預期將於二零零三年下半年完
成測試。用於啟動人體自身免疫系統和治療腫瘤擴散的H103項目二零零三年將正式進入
臨床試驗。三維生物技術二零零二年虧損約為人民幣3,298萬元，此主要由於公司於年內
科研開發費用增加所致。

由於國家調整藥品銷售價格的政策所影響，上海三維製藥有限公司二零零二年盈利空間
相應縮小，全年收支基本持平。「伯泌松」進口藥已開始在上海地區推廣，自行研究開發
的抗癌新原料藥「紫杉醇」成功打進市場。合資企業上海羅氏及上海奇華頓均獲盈利。

儘管二零零二年美國生物科技行業和藥品市場相對往年較為疲弱，Mergen Limited（「Mergen」）
在這年的業務仍得以穩步發展。二零零二年上半年，Mergen分別推出新人類芯片和大鼠
芯片，在十月更推出第一隻含葡萄球菌基因組的「細菌芯片」，該芯片可用於微細菌病例
的研究中。Mergen二零零二年底轉虧為盈。

消費品及百貨零售業務

消費品及百貨零售業務二零零二年淨利潤約為5億1,223萬港元，相比二零零一年增加約117%，
佔本集團業務淨利潤*約為41.6%。

煙草及印務

南洋煙草兄弟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二年業務穩步向上，淨利潤約達1億2,002萬港元，較
二零零一年上升約31%。出口及本港市場銷售表現穩定，並進一步鞏固了既有的新加坡
市場及新開拓的台灣市場。二零零二年，香煙總產量相比上年度增長約13.5%。市場銷售
情況理想，總體銷售較二零零一年增長約9.7%。經調整市場結構布局，內地和本港市場
顯見升幅。在新產品開發方面，6毫克超醇「紅雙喜」試製成功並已進入中國內地市場，
反應良好。

永發印務有限公司（「永發印務」）全年營業額較上年度上升約24%，淨利潤約為8,565萬港
元，相比二零零一年增長約23%。永發印務年內不斷鞏固及發展中國內地業務，取得不
少新客戶並進一步擴大了市場份額。於二零零二年正式開展東莞建廠工作，總投資額為
2億港元，新廠房建造目前進展順利，預計於二零零三年中落成。

乳業

上海光明乳業股份有限公司（「光明乳業」）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掛牌上市，共發行1億5,000萬股新股，籌集資金約為人民幣9億5,000萬元，透過資本市場
為公司推進業務開闢一個新的台階。本集團攤佔光明乳業二零零二年淨利潤約為人民幣
8,334萬元，雖然持股比率由原來40%調整至約30.8%，但應佔溢利仍較上年度上升約26%，
銷售額較二零零一年增加約42.6%，銷售額和利潤連續五年以30%以上比率同步增長。

光明乳業年內積極通過收購兼併擴大市場份額，已完成收購「廣州達能酸乳酪有限公司」
全部股權，利用「達能」品牌在廣州乳品的市場地位，結合「光明」品牌，逐步開拓港、澳
地區及國際市場。光明乳業並在長沙投資設立「湖南光明派派乳品有限公司」，在天津收
購「天津光明夢得乳品有限公司」部份股權，以及於年結日後入股「江西光明英雄乳業股
份有限公司」51%股權等，至此，已在中國內地累計建立了逾10個生產基地。

百貨零售

上海東方商廈有限公司（「東方商廈」）二零零二年全年銷售約人民幣8億2,298萬元，淨利
潤約為人民幣3,495萬元。年內，東方商廈舉辦了多個營銷活動，並擴建五樓商場以及對
地庫商場進行裝修改造，商場面貌煥然一新，吸引不少客流。

汽車及零部件業務

汽車及零部件業務二零零二年度所得淨利潤約為1億644萬港元，較上年度減少約29.1%，
佔本集團業務淨利潤*約為8.7%。

二零零二年，國內汽車市場先抑後揚，上海匯眾汽車製造有限公司（「上海匯眾」）之銷售
額亦有所增加，惟受到中國加入世貿所影響，中國內地各種車型售價均大幅下調，上海
匯眾的汽車零部件產品亦相應降價，二零零二年淨利潤約為人民幣1億5,766萬元。目前商
用車（重型車和大客車）項目進展順利，於二零零二年底均已出樣車，二零零三年一月兩
款新型重型卡車已開始在市場推廣。

上海萬眾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二零零二年業務穩步發展，全年淨利潤較二零零一年上升
約28%。重型車零部件技術改造項目於年內正式進入試生產階段，二零零三年將配合上
海匯眾的汽車銷售項目生產相關駕駛間及其他零部件產品，並推進大客車零部件生產項
目。

上海實業交通電器有限公司（「上實交通電器」）於二零零二年取得銷售佳績，連同攤佔合
資企業所得利潤，淨利潤約為人民幣8,299萬元。年內，上實交通電器落實了汽車防盜產
品的技術合作項目，而電子智能盒產品和天窗產品有關項目亦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上海
大眾汽車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車公司生產訂單理想，新產品開發和市場拓展方面正在積極
推進中。

* 業務淨利潤為扣除總部行政支出前之淨利潤

展望

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為企業創造無限商機，上海成功取得2010年世界博覽會主辦權
更為上海和周邊地區帶來顯著的經濟推動。根據上海的新一輪城市總規劃，上海將逐步
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帶動龐大的商業投資機會。對本集團而言，上
海和長江三角洲地區是本集團一貫以來致力拓展業務的主要地區，業務長遠發展與上海
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依托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投資上海市大型優質項目方面更具
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在可見的將來，本集團將繼續受惠於上海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的
蓬勃發展，展開「上實」新的一頁，為股東創造更高價值。

二零零三年，本集團將重點發展基礎設施、醫藥生物科技、現代物流和信息技術等業務，
並在調整中努力推動消費品、汽車及零部件業務繼續為集團提供穩定的現金收益，不斷
提升盈利能力。

本集團現代物流業務目前已初步完成基礎業務布局，可望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落實入股
大通國際70%的股權安排，進而加強與集團其他物流企業的協同合作，並積極引進國際
性策略投資夥伴，發揮規模和服務的業務優勢。

信息產業發展與時並進，本集團參與的「上海信息港」項目，在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推動下，
發展步伐不斷加快，投資增值逐漸顯現。中芯國際正努力成為在中國有重大影響力的晶
片代工企業，為各投資方帶來理想回報。集團的信息技術業務將可分享上述項目的業務
成長。

醫藥生物科技的發展目標是在推進現有科研、生產、銷售的同時，將醫藥業務建立起一
個具有競爭力和領先優勢的業務平台，發展成為產品銷售及科研開發實力俱備的醫藥集
團企業，以期成為本集團的重要盈利來源之一。

在基建設施業務方面，中國政府於去年公布計劃要求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調
整外資固定投資回報保證的政策，該政策會影響本集團高架路項目的投資及其收益，本
集團經與政府有關部門反覆商討，將收回原項目投資款，並積極磋商新投資項目，有關
項目之最後處理結果仍有待公布。上海浦東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已於今年三月開始
營運，將可分享上海集裝箱業務的迅速成長。

經營環境瞬息萬變，本集團管理層將採取主動積極的態度面對競爭和挑戰，倡用新思維
部署各項業務新舉措。高瞻遠望，立足現實，開拓將來，竭盡所能，開創美好前景，爭
取股東最佳回報。

財務回顧

除稅前經常業務溢利

投資收入

二零零二年投資收入由二零零一年約2億156萬港元大幅下降至約9,379萬港元，減少約  1
億777萬港元，此乃主要由於自二零零一年下半年起，美國及香港大幅調減銀行存款利率，
致令本年度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大幅減少約8,710萬港元。此外，出售證券投資收益亦減少
約1,734萬港元。

財務費用

本年度之財務費用較上年度減少約3,003萬港元，此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上年歸還一筆於
上年度到期約5億8,500萬港元之長期銀團貸款。而本年度新增的16億港元銀團貸款享有利
率較已償還貸款的利率優惠。

被認作出售於合營企業權益之溢利

二零零一年被認作出售於合營企業權益之溢利是來自本集團一間附屬上市公司上實醫藥，
其所持有40%權益的一間合營企業上海家化於二零零一年三月正式於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
市場掛牌上市，為上實醫藥帶來約1億5,569萬港元的特殊收益，本集團攤佔約1億港元。
本年度，本集團被認作出售於合營企業權益之溢利是來自本集團所持有的一間合營企業
光明乳業於二零零二年八月於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市場上市，權益由40%攤薄至約30.8%，
為本集團帶來約2億2,000萬港元的特殊收益。

貸款及資本

－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短期貸款下降至約8億4,345萬港元，比上年度
減少約3億8,324萬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歸還於年內到期的長期銀團貸款11億7,000萬
港元，並於本年度新借一筆五年期的16億港元包括長期及循環使用之銀團貸款，其
中8億港元循環使用之銀團貸款列入短期貸款。

－ 長期貸款上升8億港元，為5年期的16億港元銀團貸款的長期貸款部份。

－ 由於本年度本集團已償還最後一期於一九九七年借取的五年期3億美元銀團貸款，故
此本集團已無美元貸款，貸款的幣種因而只包括港元及人民幣，其中8億港元五年期
長期銀團貸款須於二零零七年全數清還。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貸款，其
中約97%為港元貸款。

－ 本集團持有流動資金約32億4,540萬港元，其中所持美元、港元及人民幣的比例分別
約為  56%、22%及22%。

－ 本集團的債項仍為淨現金，資產負債結構相當穩健，對集團業務的發展作出重大支
持。本年度本集團根據業務發展步伐和實際需要，利用目前低息環境，以更優惠的
利率新借一筆16億港元銀團貸款，作出優化財務結構，以降低整體資金成本為目標。

－ 本集團的股東資金增加約10億5,940萬港元至約134億9,781萬港元。

－ 本集團借貸比率由上年底約8.7%增加至約10.4%。

股份之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年度內，本公司以代價總額約70,263,000港元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
回合共5,979,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股份，而所有該等股份已予以註銷。
本公司董事認為購回股份可提高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利益。

除上述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聯交所登載業績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資料將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第45(1)至45(3)段所規定於稍後時間在聯交所網頁上登載。

蔡來興
董事長

香港，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