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務業績

東南亞木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
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6,624 15,717
銷售成本 (20,122) (16,219)

毛損 (3,498) (502)
其他收入及收益 1,461 8,497
銷售及分銷成本 (614) (206)
行政費用 (7,436) (9,595)
其他營運費用 (823) (12)

經營業務之虧損 (10,910) (1,818)
融資成本 － (1)

除稅前虧損 (10,910) (1,819)
稅項 3 － 8,551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淨額 4 (10,910) 6,732

每股盈利／（虧損）－基本 (0.50港仙) 0.34港仙

期內除虧損外概無經確認損益。

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及呈列基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
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
編製。該等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所採納之會計政策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週年財務報表
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新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現金
流量報表」及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僱員福利」之影響除外，有
關影響概述如下：

(a)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現金流量報表」訂明有關現
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歷史變動資料提供之規定。本中期簡
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及其比較數字乃根據經修訂之會計實
務準則呈列。

(b)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僱員福利」訂明就僱員福利之會計處
理及披露規定。此會計實務準則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
影響。

2.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按兩種分類形式呈列：(a)主要分類申報方式按業務
分類；及(b)次要分類申報方式按地區分類。以業務分類資料
被選定為主要申報方式，原因為此分類與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報
告更為切題。

(a) 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業務分類之收入、溢利／（虧損）及若干資
產及開支之資料。

製造及銷售膠合板 買賣木材產品 公司及其他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14,894 15,717 1,722 － 8 － 16,624 15,717
其他收入及收益 － － － － 1,461 － 1,461 －

總收入 14,894 15,717 1,722 － 1,469 － 18,085 15,717

分類業績 (6,050) (5,713 ) 160 － (6,405 ) (4,458) (12,295) (10,171)

利息及未分配收益 1,385 8,353

經營業務之虧損 (10,910) (1,818)

其他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 112,722 117,311 － － 1,150,081 1,180,809 1,262,803 1,298,120

資本開支 1 9 － － 519 11 520 20

(b) 地區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地區分類之收入、溢利／（虧損）及若干資
產及開支之資料。

中國 其他亞洲國家 公司及其他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14,581 15,512 2,043 － － 205 16,624 15,717
其他收入及收益 － － － － 1,461 － 1,461 －

總收入 14,581 15,512 2,043 － 1,461 205 18,085 15,717

分類業績 (5,371) (5,713 ) (519) － (6,405 ) (4,458) (12,295) (10,171)

利息及未分配收益 1,385 8,353

經營業務之虧損 (10,910)  (1,818)

其他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 112,722 117,311 － － 1,150,081 1,180,809 1,262,803 1,298,120

資本開支 1 9 － － 519 11 520 20

SOUTH EAST ASIA WOOD INDUSTRIES HOLDINGS LIMITED
（ 東 南 亞 木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頁：http://www.seawood.com.hk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 8,551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提撥香港利
得稅準備（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所得稅法，一間在中國經營之
集團公司，自首個獲利年度起豁免繳交所得稅兩年，並於其後
三年獲寬減一半所得稅。由於該集團公司於期內在中國並無賺
取任何應課稅盈利，因此毋須作出稅項撥備。

並無就海外公司保留溢利匯款至香港而將產生之稅項作出撥備，
原因預期該等金額不會在短期內匯出。

於結算日，本公司並無未撥備遞延稅項（二零零一年：無）。

4.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股東應佔虧損淨額10,91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純利6,732,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
平均股數2,170,601,235 股（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1,985,193,37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攤
薄事件，故並無列出該兩個期間攤薄後之每股盈利／（虧損）。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膠合板。本集團已大幅增加資
源重整業務，以期鞏固本集團之核心業務及提高品牌知名
度。鑑於木業市場繼續受疲弱經濟所影響，經營環境仍然
困難。董事會已採納若干措施維持本集團之業績表現，包
括重整業務策略及產品組合，惟仍未能力挽狂瀾。

儘管本集團經歷種種困難，本集團仍繼續積極發展其核心
業務，包括開發製造膠合板產品之環保膠水。本集團亦已
致力提供多元化產品，擴大客戶層面，以鞏固市場佔有率，
滿足客戶需求及要求。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放
極具潛力之市場，本集團期望從中受惠，與此同時，董事
會正繼續努力改善生產力，以削減經營成本及提高本集團
產品之質素。

本集團與實力雄厚之業務夥伴締結策略聯盟。為配合未來
增長，於二零零二年二月，在林木業及鋁業方面具備專業
知識及廣泛經驗之新董事已加入本集團，勢必加強本集團
在新業務拓展之競爭力。為善用這方面之優勢，董事會正
積極發掘投資機會，致力業務整固及多元化。董事會預期
此等努力可為本集團奠定長遠增長基礎。這些日後將為本
集團帶來可觀盈利。

憑藉本集團之穩健財政狀況，董事會對本集團之業務增長
及重點投資充滿信心。本集團將精明地及審慎地理財。本
集團將竭力恢復溢利增長，並利用現有商機為股東爭取最
大回報。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由於可換股貸款票據（「票據」）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
五日被悉數兌換為股份，票據所得款項已變為資本，可隨
時用於建議投資。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現金結餘為
1,104,5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本公司已訂立協議收購Fletcher Challenge
Forests Limited股本中35%權益。總代價為1,744,400,000港元，
將以現金繳清。本公司預期透過銀行貸款及／或配售新股
以為不足款額集資。董事會正與銀行及潛在承配人進行磋
商。然而，現階段並未落實任何銀行融資及／或配售新股
之條款，亦未訂立任何協議或承諾。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董
事會將確保有充裕現金應付營運資金需要及其他融資需求。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250名全職僱員，包
括管理及行政人員及生產工人。絕大部份員工被派駐中國，
其餘則在香港。

本集團主要根據個別員工表現、專業及工作經驗及參照現
行行業慣例釐定其僱員之薪酬、擢升及加薪事宜。本集團
給予中國僱員免費住宿。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採納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後，本集團之香港僱員已參加
強積金計劃。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
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本中期報告所述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
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最佳應
用守則（「守則」），惟獨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根據守則第7
段所規定按特定任期委任，但須根據本公司細則輪值告退。

刊登中期報告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載有所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至46(6)段所要求之資料）將於
適當時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頁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郭炎

香港，二零零二年八月八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