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M

Y

CM

MY

CY

CMY

K

1332_IR13_covclient_final OP.pdf   1   29/08/2013   10:24 AM



1 確利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13年中期報告

目錄
 

頁次

公司資料 2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3

權益披露 8

其他資料 10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11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12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13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1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5

目錄
 



確利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13年中期報告 2

公司資料
 

董事
執行董事
潘浩怡女士（董事總經理）
林曉露先生
梁振昌先生
胡匡佐先生

非執行董事
林孝文醫生（主席）
梁偉輝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仕鴻先生
梁偉強博士
譚國輝先生

審核委員會
譚國輝先生（主席）
陳仕鴻先生
梁偉強博士

提名委員會
林孝文醫生（主席）
潘浩怡女士
陳仕鴻先生
梁偉強博士
譚國輝先生

薪酬委員會
陳仕鴻先生（主席）
林孝文醫生
梁偉強博士
譚國輝先生

授權代表
潘浩怡女士
胡匡佐先生

公司秘書
馮佩玲女士

網址
www.qualipakhk.com

股份代號
1332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北角
馬寶道28號
華匯中心
7樓

合規顧問
海通國際資本有限公司

獨立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

股份過戶登記處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Butterfield Fulcrum Group (Bermuda) Limited
26 Burnaby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
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
26樓

公司資料
 



3 確利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13年中期報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人謹代表確利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或「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概況
2013年上半年，宏觀經濟環境仍然充滿挑戰。

由於歐元區國家的經濟狀況仍持續疲弱及美國經濟復甦緩慢，來自該兩個主要市場的銷售訂單不穩定，
且下單數量一般甚為保守及交貨時間緊迫。

此外，本集團的營運成本已因物料及勞工成本不斷上升而增加。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加工廠的所在地中
山及觀瀾的最低工資均已大幅增加。由於傳統上為中國勞動力的重要來源的內陸省份陸續開放，導致中
國多個地區的技術工人短缺。因此，本集團的加工廠須維持具高度競爭力的薪金水平，以招聘及挽留工
人。

本集團面對該等挑戰，採取更強的銷售及市場推廣策略以擴大產品組合及位於香港及鄰近亞太地區客戶
的銷售，從而把握該等地區的中產市場。本集團於2013年上半年在亞太區市場（尤其是香港）產生的收入
取得令人鼓舞的提升。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包裝產品及銷售點陳列用品的設計、研發、生產及銷售。產品組合主要為鐘錶、珠寶及眼
鏡產品的包裝產品，包括包裝盒、包裝袋及小袋以及陳列用品。大部分產品在位於中國中山及觀瀾的加
工廠（合稱「中國加工廠」）生產。本集團的產品供應予國際著名鐘錶、珠寶及眼鏡產品的品牌擁有者或
品牌經營商，以及包裝產品貿易商等其他客戶，其最終於世界各地的零售市場買賣。本集團在包裝業擁
有逾20年經驗，並與客戶保持長期的業務關係，其中部分客戶更逾15年之久。

位於觀瀾的加工廠（「觀瀾加工廠」）由加工安排轉型至外商獨資企業的法律地位已於2013年上半年完成。
該轉型能讓觀瀾外商獨資企業可在中國大陸的銷售方面以主體的身份訂立銷售合約。此舉與本集團的業
務策略一致，藉以發掘及拓展中國大陸國內市場的客源，以及與本集團國際知名客戶在中國大陸的分支
保持業務機會。然而，由於觀瀾加工廠的若干僱員將轉型加工安排的法律地位視為終止彼等的僱用，故
須於期內向該等僱員作出一次性結算款項總額約3,900,000港元。

在本集團員工努力不懈下，2013年上半年的銷售收入錄得增長27.5%至214,200,000港元（截至2012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168,000,000港元）。然而，儘管採取所有成本控制措施，營運成本仍無可避免地上升。
在現時的營商環境下，難以將所有成本增加轉嫁予客戶。鑑於營運成本及勞工成本持續上升及確認上
述一次性結算款項，本集團的純利及純利率分別下降至8,600,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1,700,000港元）及4.0%（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7.0%）。倘不計上述一次性結算款項，本集團
日常業務產生的純利及純利率分別為12,500,000港元及5.8%。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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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分部，即生產及銷售鐘錶、珠寶及眼鏡產品的包裝盒、包裝袋及小袋以及陳列用品。
該等客戶包括國際著名的鐘錶、珠寶及眼鏡產品的品牌及其他包裝及陳列產品的貿易商等。本集團的收
入增加27.5%至214,200,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68,000,000港元）。此乃主要是由於
香港及美國市場對包裝盒及陳列用品的市場需求改善，導致包裝盒及陳列用品所產生的收入分別增加
12,900,000港元及33,400,000港元所致。

下表載列於期內按產品類別及其客戶地區位置分布的本集團收入分析：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收入 佔收入總額
百分比

收入 佔收入總額
百分比

千港元 % 千港元 %

包裝盒 129,127 60.3 116,221 69.2
包裝袋及小袋 9,992 4.7 7,567 4.5
陳列用品 64,974 30.3 31,607 18.8
其他 10,106 4.7 12,612 7.5

214,199 100.0 168,007 100.0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收入 佔收入總額
百分比

收入 佔收入總額
百分比

千港元 % 千港元 %

歐洲 57,582 26.9 64,196 38.2
香港 103,561 48.4 54,417 32.4
南北美洲 37,329 17.4 35,938 21.4
其他 15,727 7.3 13,456 8.0

214,199 100.0 168,007 100.0

按產品類型劃分的收入相對保持穩定。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包裝盒銷售仍然是主要產品類別並佔
收入總額60.3%（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69.2%）。另一產品類別陳列用品佔收入總額30.3%（截
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8.8%）。包裝盒及陳列用品的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11.1%及105.6%，
主要是由於香港及美國市場對包裝盒及陳列用品的市場需求改善所致。歐洲、香港及南北美洲為本集團
產品的主要市場。由於主要歐洲國家的鐘錶行業及消費品需求持續疲弱，香港成為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的最大市場。向歐洲客戶銷售所產生的收入為57,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6,600,000港元，
而向香港客戶銷售所產生的收入為103,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9,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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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銷售成本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銷售成本增加32.6%至180,100,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35,900,000港元）。銷售成本佔收入總額的百分比為84.1%（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80.9%），較
去年同期上升3.2%，主要是由於生產材料及採購的平均成本上升、中國加工廠平均勞工成本增加及因觀
瀾加工廠轉型而終止若干僱員的僱用向彼等支付的一次性結算款項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期內收入增加，本集團的毛利為34,100,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2,1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2,000,000港元或6.0%。然而，毛利率下降3.2%至15.9%（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9.1%）。毛利率下降主要是由於生產材料及採購的平均成本上升、中國加工廠平均勞工成本增加及因觀
瀾加工廠轉型而終止若干僱員的僱用向彼等支付的一次性結算款項所致。倘不計上述一次性結算款項，
本集團日常業務產生的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為37,900,000港元及17.7%。

其他營運開支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輕微增加1.5%至7,100,000港元（截至2012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7,000,000港元）。增加主要是由於銷售及市場推廣員工的薪金增加所致。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費用增加34.1%至17,100,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12,800,000港元）。增加主要是由於行政員工的薪金增加、董事薪酬撥備增加以及法定費用上升
所致。

其他業務

應佔擁有30%股權的聯營公司Technic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的虧損為800,000港元（截至2012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虧損500,000港元）。營商環境很可能仍將面對挑戰。根據季節性貿易模式的歷史趨
勢，預期業務將於本年度下半年有所改善。

純利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下降46.4%至6,100,000港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11,500,000港元）。純利下降主要是由於生產材料及採購的平均成本上升及因觀瀾加工廠轉型
而終止若干僱員的僱用向彼等支付的一次性結算款項所致。

資本支出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1,000,000港元於機器及設備。所有該等資本支出均由內部資
源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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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財務資源仍保持強勁及穩健。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債務，而其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定
期存款共93,200,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81,500,000港元），當中包括已抵押予銀行的存款7,500,000
港元（2012年12月31日：7,500,000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

資產負債比率乃按銀行借貸淨額（銀行借貸減可用的銀行結餘）佔股本的百分比進行計量。由於本集團
於2013年6月30日並無未償還銀行借貸（2012年12月31日：無），故於2013年6月30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
零（2012年12月31日：零）。

資產抵押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已分別抵押總額為35,700,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36,100,000港元）及
7,500,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7,500,000港元）的若干租賃物業及存款，為授予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
司（倘適用）的一般銀行融資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任何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買賣交易以美元及港元列值。因此，外匯風險被視為極低。然而，本集團間接承受人民幣貨
幣風險，乃因來自向中國加工廠支付加工費用以及其他以人民幣計值的成本項目所致。期內，本集團已
訂立無本金交割遠期貨幣合約，以管理其外幣風險。

持有重大投資、重大附屬公司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持有重大投資，期內亦無其他重大的附屬公司收購及出售事項。

僱員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於香港有78名僱員及於中國大陸有1,425名僱員。本集團酬賞員工乃按其功績、
資歷、能力及當時市況為基礎。本集團亦已設立獎勵花紅計劃，乃按個別僱員表現加以獎賞。僱員亦可根
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並按董事會之酌情決定獲授購股權。其他福利包括公積金計劃、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以及醫療保險。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2012年7月12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共籌得所得款項淨額20,200,000港元。於
2013年6月30日，尚未動用的所得款項11,900,000港元已存入香港持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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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2013年6月30日，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如下：

實際所得
款項淨額

直至2013年
6月30日已
動用的數額

於2013年
6月30日
的結餘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購買及更換機械及設備 8.1 2.3 5.8
開拓新業務機會及提高本集團產品於市場上的知名度 8.1 4.1 4.0
提升本集團設計及開發產品的能力 2.0 0.1 1.9
營運資金和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2.0 1.8 0.2

20.2 8.3 11.9

展望
展望2013年下半年，鑑於美國經濟復甦緩慢、歐洲內需持續不振、加上在其主權債務危機的餘波中經濟
出現負增長，以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放緩，均令全球經濟前景籠罩陰霾，預期消費品行業仍將動
盪及艱難。

儘管在來自增長動力國家（尤其是中國）的龐大遊客量的支持下，奢侈品牌於近年經歷可觀增長，惟中國
政府近期採取的緊縮貨幣政策已向奢侈品行業發出警號。經濟增長顯著放緩，加上近期中國銀行同業拆
借市場冷卻，迫使銀行提高實際利率及削減其借貸，令奢侈品購買量的增長步伐放緩。與此同時，於2013
年下半年，歐洲的內需很可能在經濟萎縮的狀況下仍然不振。以上情況均指出，於2013年下半年，呆滯的
奢侈品牌消費力及保守的消費模式導致消費者需求動力放緩。

儘管本集團已成功提高部分售價以緩解不斷上升的生產成本，但與其他包裝製造商面對著同樣困難，預
期因中國的勞工成本增加導致成本不斷上升對本集團的利潤率產生不利影響。此外，由於交貨週期縮短，
本集團於2013年最後兩個季度的訂單量並不穩定，繼而對生產增加額外成本負擔。鑑於成本持續上升及
確認上述支付予觀瀾加工廠若干僱員的一次性結算款項，董事預期，倘消費者需求動力放緩，本集團於
2013年的全年盈利或會大幅低於2012年的水平。

為應對充滿挑戰的營商環境，本集團將致力透過購買新機器以進一步提升其營運效率，並同時加強半自
動化生產流程。與此同時，本集團將作出額外的努力使其產品組合及客戶基礎多元化，以進一步擴大收
入來源。

面對重重挑戰及不明朗因素，董事將繼續實施前瞻性業務策略及積極把握新業務機遇，以開拓本集團的
收入來源及為股東帶來最大價值及回報。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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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詳情如下：

於本公司的股份權益（好倉）

（附註）

董事姓名 所持權益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林孝文醫生 實益擁有人 15,926 0.01

潘浩怡女士 實益擁有人 5,200 0.00

梁振昌先生 實益擁有人 32,733 0.02

附註： 概約百分比指董事持有的股份數目佔本公司於2013年6月30日已發行股本的百分比（取自小數點後兩個位）。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本公司於2012年5月18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有關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6月28日的招股章程
內披露並載於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3。自採納該計劃起，並無授出購股權。

權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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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股東須披露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3年6月30日，按本公司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各人士（本
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詳情如下：

股東名稱 所持權益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好倉） 概約百分比 3

張松橋先生（「張先生」） 受控公司的權益 72,726,098 1及2 50.58

興業有限公司（「興業」） 實益擁有人 58,385,656 1 40.61

Regulator Holdings Limited（「Regulator」） 實益擁有人 14,340,442 2 9.97

Yugang International (B.V.I.) Limited 
（「Yugang-BVI」）

受控公司的權益 14,340,442 2 9.97

Yuga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渝港國際有限公司，「渝港」）

受控公司的權益 14,340,442 2 9.97

中渝實業有限公司（「中渝」） 受控公司的權益 14,340,442 2 9.97

Palin Holdings Limited（「Palin」） 受控公司的權益 14,340,442 2 9.97

附註：

1. 該等股份中的58,385,656股乃透過張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興業持有。因此，張先生被視為擁有透過興業所持有相同數目股
份的權益。

2. 該等股份中的14,340,442股乃透過Yugang-BVI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Regulator持有，而Yugang-BVI則為渝港的直接全資附屬
公司。

渝港由中渝、Timmex Investment Limited（「Timmex」）及張先生合共擁有約44.06%權益。中渝則由張先生、Peking Palace 
Limited（「Peking Palace」）、Miraculous Services Limited（「Miraculous Services」）及Prize Winner Limited（「Prize Winner」）
分別擁有35%、30%、5%及30%權益。張先生擁有Timmex的100%實益權益。Prize Winner由張先生及其聯繫人實益擁有。
Peking Palace及Miraculous Services則由Palin持有。Palin為家族全權信託Palin Discretionary Trust的信託人，其對象包括張先
生及其家人。

因此，張先生、Palin、中渝、渝港及Yugang-BVI各自被視為擁有透過Regulator所持有相同數目股份的權益。

3. 概約百分比指股東持有的股份數目佔本公司於2013年6月30日已發行股本的百分比（取自小數點後兩個位）。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3年6月30日，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內
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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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已確認於截至2013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
券。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管理層及獨立核數師討論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並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客戶、往來銀行、供應商、策略夥伴及最尊貴的股東一直以來支持本集團致以深切
謝意，並感謝本集團的管理層及員工的專業精神、忠誠及為本集團作出的貢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孝文

香港，2013年8月26日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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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214,199 168,007

銷售成本 (180,139) (135,879)

毛利 34,060 32,128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2,023 1,740
銷售及分銷開支 (7,087) (6,979)
行政費用 (17,111) (12,762)
其他開支 (900) (757)
聯營公司應佔盈虧 (775) (492)

除稅前盈利 5 10,210 12,878

所得稅開支 6 (1,561) (1,189)

本期間盈利 8,649 11,689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或會重新分類到損益的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41 –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8,690 11,689

以下應佔盈利：
母公司擁有人 6,144 11,457
非控制性股東權益 2,505 232

8,649 11,689

以下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6,185 11,457
非控制性股東權益 2,505 232

8,690 11,689

母公司普通權益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4.27港仙 8.85港仙

本期間股息詳情於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7披露。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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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3年6月30日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19,762 121,247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3,140 13,34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336 1,111

非流動資產總值 133,238 135,699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02 402
存貨 42,825 36,141
應收賬款及票據 10 50,519 51,6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6,124 4,889
可收回稅項 – 875
已抵押存款 7,528 7,516
現金及等同現金 85,659 74,004

流動資產總值 193,057 175,43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1 46,388 31,651
其他應付賬款及預提負債 21,645 28,640
應付稅項 639 –

流動負債總額 68,672 60,291

淨流動資產 124,385 115,1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57,623 250,84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85 1,538

淨資產 256,038 249,308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14,377 14,377
儲備 239,515 233,330

253,892 247,707
非控制性股東權益 2,146 1,601

權益總額 256,038 249,308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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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特別儲備 資本儲備 實繳盈餘 合併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非控制性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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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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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2年1月1日 – – (158) 2,291 – 78 – 161,826 164,037 2,457 166,494
本期間盈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 11,457 11,457 232 11,689
一名股東的出資 – – – 43,000 – – – – 43,000 – 43,000
出售分拆附屬公司 – – 158 – – – – – 158 – 158
向一名非控股股東支付股息 – – – – – – – – – (1,470) (1,470)
發行新股 12,720 – – – (12,642) (78) – – – – –

於2012年6月30日 12,720 – – 45,291 (12,642) – – 173,283 218,652 1,219 219,871

於2013年1月1日 14,377 18,733 – 45,291 (12,861) – – 182,167 247,707 1,601 249,308
本期間盈利 – – – – – – – 6,144 6,144 2,505 8,64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 – – 41 – 41 – 4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41 6,144 6,185 2,505 8,690
向一名非控股股東支付股息 – – – – – – – – – (1,960) (1,960)

於2013年6月30日 14,377 18,733* –* 45,291* (12,861)* –* 41* 188,311* 253,892 2,146 256,038

* 該等儲備賬包括列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的綜合儲備239,515,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233,330,000港元）。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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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的現金流量淨額 14,581 21,449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1,007) (7,626)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1,960) (10,721)

現金及等同現金的增加淨額 11,614 3,102

期初現金及等同現金 74,004 59,798
匯率變動的影響 41 –

期末現金及等同現金 85,659 62,900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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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013年6月30日

1. 公司資料
確利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在百慕達根據百慕達1981年公司法（經修訂）註冊成
立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為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7樓。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及提供企業管理服務。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主要從
事包裝產品及銷售點陳列用品的設計、開發、生產及銷售。

2.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披露
規定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因此應與本集
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於下文附註2.2披露所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當中包
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
納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一致，其
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
編製。

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除外。除
另有指明者外，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
至最接近千位。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01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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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013年6月30日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就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政府
貸款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互抵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過渡指引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

呈列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地表礦藏於生產階段的剝除成本

年度改進2009年至2011年週期 於2012年6月頒布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之修訂對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並未應用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惟未能說明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對其
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潛在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分部，即生產及銷售鐘錶盒、珠寶盒、眼鏡盒、包裝袋及小
袋以及陳列用品。由於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分部，故此並無進一步呈列經營分部分析。

外部客戶所得收入根據該等客戶所在地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歐洲 57,582 64,196
香港 103,561 54,417
南北美洲 37,329 35,938
其他 15,727 13,456

214,199 16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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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013年6月30日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的地區位置分析如下：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68,159 70,089
中國內地 65,079 65,610

133,238 135,699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資產所在地列出。

主要客戶的資料

約78,609,000港元之收入（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5,529,000港元）乃來自銷售予一名單一
客戶之鐘錶盒、珠寶盒、眼鏡盒、包裝袋及小袋以及陳列用品，佔本集團總收入的10%以上。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指本集團的營業額，即出售貨品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的發票淨值。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69 20
銷售廢棄材料 233 27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 15 25
租金收入總額 480 214
匯兌收益，淨額 – 73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收益 875 –
已沒收客戶的訂金 – 865
其他 351 268

2,023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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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盈利
本集團除稅前盈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2,495 2,552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01 201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及薪金 47,459 41,52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859 5,495

53,318 47,021

匯兌差價，淨額 900* (73)
應收賬款減值╱（撥回減值） (17) 623*
撥回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 (6)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虧損╱（收益） (875) 134*

* 此等項目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的「其他開支」。

6. 所得稅
於期內，香港利得稅乃按來自香港所產生的估計應課稅盈利按稅率16.5%（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16.5%）計算。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附屬公司自成立的日期以來並無應課稅盈
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稅項
香港 1,514 1,195

遞延 47 (6)

本期間總稅項開支 1,561 1,189

7.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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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權益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普通權益擁有人應佔盈利6,144,000港元，
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43,765,993股計算。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普通權益擁有人應佔盈利11,457,000
港元，以及假設期內已發行股份129,389,994股（包括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127,196,162股及於
2012年7月11日本公司資本化發行普通股2,193,832股）計算。

本集團於截至2013年及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

9.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支出1,024,000港元（截至
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45,000港元）。

10. 應收賬款及票據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及票據 51,201 52,666
減值 (682) (1,055)

50,519 51,611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交易條款，除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外，主要以記賬形式進行。信貸期一般為期
30至60日。各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對尚未償還應收賬款實施嚴謹控制，並已設立信
貸監控部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會定期檢討逾期結欠。基於上述原因以及本集團應收賬款及
票據涉及大量不同客戶，故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賬款及票據結餘持有任
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產品。應收賬款及票據為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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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票據（續）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款及票據基於到期日及扣除撥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既無過期亦未減值 36,244 32,574
已過期但未減值︰

1個月內 8,763 13,519
1至2個月 2,635 3,475
2至3個月 699 419
超過3個月 2,178 1,624

50,519 51,611

既無過期亦未減值的應收賬款乃來自近期無拖欠記錄的大量不同客戶。

已過期但未減值的應收賬款乃來自與本集團有著良好往績記錄的多名獨立客戶。根據過往經驗，
本公司董事認為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改變，而該等結餘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故毋須就該等結
餘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產品。

11. 應付賬款及票據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及票據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31,279 26,202
1至2個月 11,509 5,089
2至3個月 3,477 98
超過3個月 123 262

46,388 31,651

應付賬款及票據為不計息，且一般須於30至60日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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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股份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0股（2012年12月31日：1,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43,765,993股（2012年12月31日：143,765,993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4,377 14,377

13.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推行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為本集團的成功經營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給予
獎勵及回饋。該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i)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其相關集團或本集團持有權益
之公司或該公司之附屬公司的任何董事、高級職員、僱員、顧問、專業人士、客戶、供應商（不論提
供貨品或服務）、代理、合夥人、諮詢人或承包商（合稱為「合資格群組」）；或(ii)包括合資格群組為
其中收益人的任何信託或為其中酌情受益人的任何全權信託的受託人；或(iii)合資格群組實益擁有
的公司。該計劃於2012年5月18日生效，除非另行註銷或修訂，否則將自該日期起計10年有效。

「相關集團」指(i)本公司各主要股東，及(ii)上文(i)所述任何本公司或主要股東之各聯繫人及主要股
東或直接或間接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及(iii)上文(ii)所述任何上述實體之各聯繫人或主要股東
或直接或間接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及(iv)上文(iii)所述任何上述實體之各聯繫人或主要股東
或直接或間接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及(v)上文(iv)所述任何上述實體之各聯繫人或主要股東或
直接或間接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

現時獲准根據該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購股權之最高數目為當行使時，相當於本公司於批准該計劃
日期已發行股份之10%。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向每名合資格參與者根據該計劃發行股份之最高數
目，以本公司於任何時候已發行股份之1%為上限。倘進一步授出超出該限額之購股權，則須獲股
東於股東大會批准。

向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之聯繫人授出購股權須事先獲得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此外，
於任何12個月期間向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任何彼等之聯繫人授出任何購股權超
出本公司於任何時間之已發行股份之0.1%，或根據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計算的總值超
出5,000,000港元，須事先獲得股東於股東大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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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購股權計劃（續）
根據該計劃提呈授出之購股權，可於提呈日期起計14日內接納，承授人接納提呈時須支付象徵式
代價合共1港元。授出購股權之行使期由董事釐定，惟該行使期不得超過自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計10
年。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釐定，惟不得低於以下最高者：(i)授出購股權日期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之收市價；(ii)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股
份於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之平均收市價；及(iii)於授出購股權日期本公司之每股已發行普通股面
值。

購股權並無賦予持有人獲派股息或於股東大會表決之權利。

自採納該計劃日期起，並無授出購股權。

14. 資產抵押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抵押其賬面值總額為35,682,000港元（2012年12月31日：36,125,000
港元）的若干土地及樓宇，作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的擔保。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抵押其賬面值總額為7,528,000港元的存款（2012年12月31日：7,516,000
港元），作為本集團聯營公司獲授一般銀行融資的擔保。

15. 經營租賃安排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其物業，經商議達成的租期為期三年。租賃條款一般亦包括租
戶須支付抵押按金及可因應當時市況而定期調整租金。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根據與其租戶訂立於下列期間到期的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於日後可
收取的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960 960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988 1,468

1,948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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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經營租賃安排（續）

(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其若干製造廠房及停車位。製造廠房及停車位經商議達成的
租期為期一年。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期間到期的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於日後須支付的最低租
金總額如下：

2013年 201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352 165

16. 關聯方交易
(a) 本集團於期內與關聯方進行交易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賺取當時直屬控股公司的租金收入 (i) – 214

賺取受本公司一名控股股東 
共同控制實體的租金收入 (i) 480 –

支付予當時直屬控股公司的管理費 (ii) – 1,206

附註：

(i) 收取來自本公司當時直屬控股公司 C C Land Holdings Limited（中渝置地控股有限公司（「中渝置地」））及
受本公司一名控股股東共同控制實體的租金收入乃由本公司與各關聯方共同協定。

(ii) 就應佔若干成本支付予中渝置地的管理費（包括董事薪酬、員工福利及雜項成本）乃由本公司與中渝置地

共同協定。

(b) 與關聯方的承擔

於2012年6月20日，本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與受本公司一名控股股東共同控制公司（即中渝
管理有限公司）訂立於2015年7月11日結束的三年期協議，以租賃位於香港的辦公物業。有
關租金收入的數額載於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a)(i)。作為出租人的經營
租賃承擔數額載於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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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聯方交易（續）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1,665 1,018

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後，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a)(ii)所述與本公司當時直
屬控股公司中渝置地的交易已經終止。

17. 批准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於2013年8月26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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