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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代表

黃錦城先生

張仲怡女士

合規顧問

合 規 顧 問 協 議 已 自2013年10月10日 起 終 止 生 效，

本公司正在物色更替合規顧問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干諾道中111號

永安中心25樓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柴灣

祥利街18號

祥達中心

19樓3室

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

佛山市

南海區獅山鎮

官窯官和路南38號

董事會

執行董事

劉浩銘先生（行政總裁）

潘栢基先生

黃錦城先生

非執行董事

李敏儀女士（主席）

諸承譽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寶榮先生GBS, JP

陳兆榮先生

朱允明先生

董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陳兆榮先生（主席）

梁寶榮先生GBS, JP

朱允明先生

薪酬委員會

朱允明先生（主席）

陳兆榮先生

劉浩銘先生

提名委員會

梁寶榮先生GBS, JP（主席）

朱允明先生

劉浩銘先生

企業管治委員會

陳兆榮先生（主席）

諸承譽先生

黃錦城先生

公司秘書

張仲怡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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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續）

開曼群島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Codan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主要往來銀行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公司網站

www.quali-smart.com.hk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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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以提供OEM服務為主的玩具製造商。本集團按其客戶的規格為彼等製造成品，而產品則由其客戶以旗下

品牌出售。與去年相同，本集團的主要客戶主要包括國際著名玩具品牌。本集團的總部設於香港，生產基地位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佛山。

為了向客戶提供一站式開發服務，本集團向其客戶提供多元化的製造服務，當中包括設計、製辦、造模、產品驗

證、多技能製造工藝、總裝及包裝。憑藉多功能生產線及多專業工程經驗，本集團有能力於其生產營運中製造類

別多元化的產品，主要生產安全標準要求非常嚴格的3歲或以下幼兒玩具產品。本集團的主要製造業務包括注塑

等塑料加工、鋼管成型、印刷線路板裝配等電子裝配、處理各類布絨玩具產品的車縫，以及絲印及噴油等裝飾工

序。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於生產週期旺季期間獲得來自其客戶的銷售額收入維持穩定。

本集團並無知悉仍與我們有業務來往的西方市場對玩具產品的客戶需求出現重大變動。本集團將繼續尋求機會

透過產品開發及營銷合作及現有客戶轉介，持續擴大其客戶基礎。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收入約為533.5百萬港元，與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過往期間」）的約532.8百萬港元相

近。收入維持穩定，儘管予本集團最大客戶的銷售額減少，惟已被予其第二大客戶的銷售額增加所抵銷。

由於北美地區的客戶在下訂單方面採取更審慎的態度，因此，來自該地區的收入由過往期間的大約287.6百萬港

元輕微減少至本期間的約279.2百萬港元，而本集團於本期間來自西歐的收入則由過往期間的約166.1百萬港元增

至約185.5百萬港元。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毛利由過往期間的大約67.5百萬港元減少11.7%至約59.6百萬港元，原因是人民幣（「人民幣」）

升值導致成本增加及原材料（如合成樹脂）的成本上升。

本集團期內利潤由過往期間的大約20.5百萬港元增加10.1%至本期間的約22.6百萬港元，主要由於為現有客戶製

造更多的新模具帶來其他收入及收益增加，行政開支減少乃由於並無出現於過往期間產生上市開支及包銷費用

（「上市開支」）的一次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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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銷售開支主要包括運輸費及報關費。銷售開支由過往期間的大約13.8百萬港元輕微減少3.3%至本期間的約13.3百

萬港元。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支付予僱員的薪金、辦公室的租金及差餉、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以及其他行政開支。行政開

支由過往期間的大約27.1百萬港元減少8.1%至本期間約24.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並無出現於過往期間產生上市開

支的一次性財務影響。

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模製收入、衍生金融工具的淨收益╱虧損、利息收入及其他。其他收入及收益由過往期

間的約2.1百萬港元增加2.5倍至本期間的約7.4百萬港元，主要由於為現有客戶製造更多新模具帶來模製收入由

過往期間的大約2.9百萬港元增加68.6%至本期間的4.8百萬港元。本集團的日常營運中處理人民幣匯兌風險而產

生的衍生金融工具淨收益亦於本期間錄得約1.7百萬港元，而於過往期間則錄得淨虧損約1.8百萬港元。

融資成本主要包括本集團來自銀行的計息銀行借款的利息及保理業務安排。本期間的融資成本維持穩定約為1.1

百萬港元，而於過往期間則約為1.2百萬港元。

本集團須按實體基準就本集團成員公司於註冊成立及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產生或源自有關司法權區的利潤繳

納所得稅。於本期間，所得稅開支減少27.8%至約5.0百萬港元，而過往期間則約為7.0百萬港元。儘管純利增加，

所得稅開支減少乃由於並無如過往期間產生的上市開支等不可扣稅項目所致。

本集團的存貨由於2013年3月31日的約153.6百萬港元增加7.5%至2013年9月30日的約165.1百萬港元，主要由於

在旺季生產更多成品以備付運給客戶。存貨周轉日數（計算方式為平均期末╱年終存貨除以期內╱年內銷售成本

乘以182.5天╱365天）由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的82.7天減少至本期間的61.5天，此乃由於在銷售旺季我們業

務的季節性性質所致。

於2013年9月30日的貿易應收款項由大約58.5百萬港元增加至約203.7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處於銷售旺季，

本集團業務的季節性所致。於銷售旺季，貿易應收款項大幅增加乃由於來自客戶的大量銷售訂單。以往，本集團

的貿易應收款項於銷售旺季月份後會回落到可資比較水平。本集團的政策是給予其客戶自發票日期起計一般介

乎30至75天的免息信貸期。本集團力求對未償還應收款項維持嚴格控制，以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層會

定期檢討逾期結餘。本期間的貿易應收款項周轉日數（計算方式為平均期末╱年終貿易應收款項除以期內╱年內

收益乘以182.5天╱365天）為44.8天，而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則為32.7天，此整體上與向本集團客戶授出的

信貸期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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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於2013年9月30日的貿易應付款項由大約51.0百萬港元增加至約122.3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採購更多的原材料以

支持銷售旺季產量的增加。於本期間的貿易應付款項周轉日數（計算方式為平均期末╱年終貿易應付款項除以期

內╱年內銷售成本乘以182.5天╱365天）為33.4天，而截至2013年3月31日止年度則為34.8天。於本期間，貿易應

付款項的周轉日數短於過往期間，原因是本集團使用進口貿易貸款的新增銀行融資通過借貸銀行根據發票及時

直接向供應商結算應付款項，因此通常較根據於過往期間與供應商協定的各自信貸期以內部營運資金結算應付

款項為快。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就其庫務政策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方針，因此於本期間能維持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本集團致力透過進行

持續的信貸評估及評估其客戶的財務狀況以降低信貸風險。為了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緊密監察本集團的流

動資金狀況以確保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資金結構可應付其不時的資金需求。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主要以內部資源及銀行借款提供營運資金。於2013年9月30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約

76.7百萬港元（2013年3月31日：80.4百萬港元）。本集團擁有經營活動所得現金及短期銀行貸款的資金主要來源。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輕微下跌主要由於業務的季節性性質及尚未到期的應收款項增加。

本期間，本集團的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為54.9百萬港元，而過往期間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則約為31.9百

萬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產生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主要原因是 (i)貿易應收款項因本集團的業務受銷售旺季的

季節性因素影響而增加約145.2百萬港元；(ii)存貨主要因成品有所增加而增加約11.5百萬港元，成品增加的原因是

本集團於銷售旺季月份內生產更多成品以備付運給我們的客戶；且部分已被貿易應付款項增加約71.3百萬港元所

抵銷。於本期間，由於本集團使用進口貿易貸款的新增銀行融資通過借貸銀行結算應付款項，而非根據於過往期

間與供應商協定的各自信貸期以本集團的內部營運資金結算，故本集團相較過往期間向供應商結算貿易應付款

項通常較快。進口貿易貸款經接獲供應商發票及實際付運證據後會提取，借貸銀行會根據發票及時直接向供應商

結算付款。此舉使貿易應付款項的結算較過往期間為快，因此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淨額減少，部份已有效因提取

上文及以下段落所述的新增進口貿易貸款結算應付款項被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淨額的增加所抵銷。

本期間，本集團的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約為9.5百萬港元，而過往期間的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則約為1.8百萬

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產生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主要由於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9.6百萬港元，為於2013年

年報「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載述資本開支計劃的一部分。



滉達富控股有限公司 2013/14 中期報告7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本期間，本集團的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為60.5百萬港元，而過往期間的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則約為44.5百

萬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產生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主要由於提取銀行授予的新增進口貿易貸款導致計息銀行

借款增加62.1百萬港元。

因此，計息銀行借款於2013年9月30日增加至大約113.0百萬港元（2013年3月31日：50.9百萬港元）。銀行借款總

額中約113.0百萬港元（2013年3月31日：50.4百萬港元）將於一年內到期償還，而於一年後到期償還的借款為零

（2013年3月31日：0.5百萬港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計算方式為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約為1.7（2013年3

月31日：2.2）。於2013年9月30日，全部銀行借款均以浮動利率計息。

由於銀行借款增加，本集團於2013年9月30日的債務與權益比率（計算方式為期末債務結餘與期末權益總額之比

率）約為50.3%（2013年3月31日：25.2%）。

資產抵押

本集團位於香港賬面淨值為628,000港元（2013年3月31日：零）的租賃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予一間銀行，以向本集團

授出融通。有關銀行融通抵押的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8。

或然負債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2013年3月31日：無）。

經營租賃安排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其若干辦公室物業，租期介乎一年至三年。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於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下的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約為3.0百萬港元（2013年3月31日：

4.1百萬港元），其中約2.1百萬港元（2013年3月31日：2.2百萬港元）將於一年內到期及約0.9百萬港元（2013年3月

31日：1.9百萬港元）將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到期。

資本承擔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擔為零（2013年3月31日：634,000港元）。

所持有的重大投資

除於附屬公司的投資外，本集團於2013年9月30日並無於任何其他公司的股本權益中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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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未進行任何有關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2013年9月30日，除於2013年年報「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所得款項用途」一段所述者外，本集團概無收購任

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計劃。

外匯風險

誠如2013年年報所載，本集團的外幣遠期合約政策並無重大變動。誠如2013年年報所披露，本集團於中國的附屬

公司的營運所產生的支出或開支均以人民幣計值，令本集團面臨人民幣外匯風險。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擁

有名義金額為5.0百萬美元（2013年3月31日：10.0百萬美元）的尚未到期無本金交割遠期合約，以管理因人民幣兌

美元的匯率波動產生的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擁有合共798名僱員。本期間的總員工成本約為26.9百萬港元（過往期間：25.8百萬港

元）。

有關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政策分別定期由薪酬委員會及董事審閱。本集團的薪酬組合乃根據僱員的

職位、職責及表現而參考其薪酬政策釐定。僱員的薪酬因其職位而異，可能包括薪金、超時津貼、花紅及其他補

貼。績效評核週期因僱員職位而異。員工的績效評核每年進行，由本集團的行政總裁監察。在中國成立的附屬公

司僱用的員工亦會根據中國的現行監管規定獲得退休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及其他相關保險。本公司亦採納一

項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作出的貢獻。

前景

本集團的主要客戶主要包括國際著名玩具品牌，其主要於北美及西歐分銷其產品。根據現時市況、本集團目前的

生產水平及與現有客戶的持續業務關係，董事預期，本集團於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度的收入將維持穩定。為

了進一步發展本集團的業務及持續取得增長，本集團將繼續集中於進一步擴充其產能、改善生產效率、加強及擴

大客戶基礎以及加強設計及產品開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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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向於2013年12月12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股東」）宣派截至2014

年3月31日止年度的中期股息每股5港仙（2012年：無），合共為12.0百萬港元（2012年：無）。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享有獲派中期股息的權利，本公司將於2013年12月9日（星期一）至2013年12月12日（星期四）（包括首

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及不予辦理股份之轉讓登記。為確保獲派中期股息，所有填妥的過戶表格連

同有關股票須於2013年12月6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辦理登記手續。

審閱中期業績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中期報告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經本公司的

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亦與管理層討論於回顧期間內的財務相關事宜（包括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慣

例）。審核委員會確信，本集團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

則」）作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於整個中期回顧期間，本公司已遵守守則項下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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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明確查詢後，所有董事於本期間及直至本報告日期一直遵守標準守則載列的

規定標準。

董事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截至2013年9月30日，董事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記錄於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存置之登記冊內而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任何權益及淡

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例提述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好倉

所持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總計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劉浩銘 — 115,920,000 — — 115,920,000 48.3%

（附註）

李敏儀 — — 115,920,000 — 115,920,000 48.3%

（附註）

附註： 該等股份以Smart Investor Holdings Limited（「Smart Investor」）（一家分別由劉浩銘先生及李敏儀女士分別擁有67.4%及32.6%的公司）的名義登

記。由於劉先生控制Smart Investor逾三分之一的表決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條文，劉先生被視為於Smart Investor所持的所有

股份中擁有權益。李女士為劉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條文，李女士被視為於劉先生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權益的所有股份

中擁有權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截至2013年9月30日，董事概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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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於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內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

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滉達富控股有限公司 2013/14 中期報告11

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

於2013年9月30日，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

內的權益或淡倉5%或以上的主要股東（上文所載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

中擁有權益及淡倉的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好倉

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總數 持股百分比

Smart Investor 實益擁有人 115,920,000 48.3%

（附註）

Silver Pointer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3,600,000 14.0%

附註： 該等股份以Smart Investor（一家分別由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劉浩銘先生及非執行主席李敏儀女士分別擁有67.4%及32.6%的公司）的名義登

記。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2013年1月3日股東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以鼓勵及獎勵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合資

格參與者。自採納以來，概無授出、行使或註銷任何購股權。

董事的變動

湯毓銘先生辭任非執行董事，自2013年6月22日起生效，而諸承譽先生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自2013年6月22日

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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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資料更新

若干董事（即非執行董事諸承譽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兆榮先生及朱允明先生）的履歷詳情經已更新。彼等的

經更新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諸承譽先生

諸承譽先生，33歲，已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自2013年6月22日起生效。彼亦為董事會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彼

現為松柏鄭和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聯交所上市公司長江實業（股份代號：0001）之附屬公司尚乘亞

洲（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會成員。諸先生為經驗豐富的投資管理專業人士，曾於UBS O’Connor出任香港的投資

組合經理。在加入UBS O’Connor之前，諸先生曾擔任EMI主席辦公室策略行政人員。諸先生在倫敦及香港的UBS 

Warburg科技及併購投資銀行部門開展個人事業。諸先生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獲頒文學學士（經濟）學位。彼亦出

任香港漢基國際學校董事會校董一職。

陳兆榮先生

陳兆榮先生，49歲，於2013年1月3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先生分別為董事會以下審核委員會及企業管

治委員會主席及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成員。

陳先生於會計、稅務、財務及信託方面積逾20年經驗。彼目前為聯交所上市公司安寧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128）的執行董事。此前，陳先生於2008年11月至2011年8月期間於華懋集團出任集團營運總監，並於2005年6月

至2008年8月於聯交所上市公司華夏醫療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143）出任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

陳先生於1986年4月取得悉尼大學經濟學士學位。陳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執業會計師、澳洲會計師公會的執

業會計師及澳門會計師公會的會員。

陳先生於過去十年曾出任多家香港及海外上市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包括自2008年9月至2010年11月期

間，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的寰亞礦業有限公司（前稱智庫媒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173）及自2011

年6月至2011年9月期間，於2012年12月15日自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除牌的Orient Energy and Logistics Holdings 

Limited。彼目前分別為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公司品創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066）及兩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

司：大自然地板控股有限公司（前稱中國地板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083）及香港信貸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

號：1273）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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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朱允明先生

朱允明先生，47歲，於2013年1月3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為董事會薪酬委員會主席及分別為董事會審

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朱先生於金融業擁有超過20年經驗。彼目前為國信證券（香港）董事總經理兼銷售及交易業務主管。此前，於2010

年5月至2011年11月，  彼為加拿大豐業銀行的董事總經理（亞太機構股票之股票衍生交易），並於2002年至2010年

於多家著名金融機構出任高級職位。

朱先生於1989年5月取得加州州立大學工商管理（國際商業）理學士學位。

合規顧問

滉達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新鴻基國際有限公司（「新鴻基國際」）雙方協定終止日期為2013年1月9日新鴻

基國際與本公司簽訂的合規顧問協議，內容有關委任新鴻基國際作為本公司合規顧問，自2013年10月10日生效，

原因為新鴻基國際出現人事變動，因此新鴻基國際可能未必具備所須資格╱牌照履行其作為本公司的合規顧問之

責任。本公司正積極物色其他合資格之合規顧問，並會根據上市規則第3A.27條，在任何情況下，於2013年10月

10日起計三個月內儘快填補該空缺。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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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533,489 532,809

銷售成本 (473,859) (465,305)

毛利 59,630 67,504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7,354 2,096

銷售開支 (13,340) (13,801)

行政開支 (24,929) (27,133)

融資成本 6 (1,098) (1,180)

除所得稅開支前利潤 5 27,617 27,486

所得稅開支 7 (5,039) (6,983)

期內利潤 22,578 20,503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505 (19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3,083 20,3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9

 — 基本（港仙） 9.41 11.39

 —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於2013年9月30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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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0,252 34,65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0 7,871 7,782

非流動資產總額 48,123 42,441

流動資產
存貨 11 165,093 153,579

貿易應收款項 12 203,705 58,47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313 2,834

衍生金融工具 14 1,574 1,0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 76,737 80,391

流動資產總額 448,422 296,29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6 122,306 50,969

預收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7 31,437 32,691

計息銀行借款 18 113,044 50,937

應付所得稅 4,936 2,396

流動負債總額 271,723 136,993

流動資產淨值 176,699 159,29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4,822 201,739

資產淨值 224,822 201,739

權益
股本 19 187 187

儲備 20 224,635 201,552

權益總額 224,822 201,739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滉達富控股有限公司 2013/14 中期報告 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2013年4月1日（經審核） 187 104,048 9,271 584 4,464 2,100 81,085 201,739

期內利潤 — — — — — — 22,578 22,578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

  匯兌差額 — — — — 505 — — 50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505 — 22,578 23,083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 58 — — (58) —

於2013年9月30日

 （未經審核） 187 104,048 9,271 642 4,969 2,100 103,605 224,822

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2012年4月1日（經審核） 2,178 24,977 9,271 479 4,406 — 58,499 99,810

股份發行開支 — (2,827) — — — — — (2,827)

重組時削減資本 (2,100) — — — — 2,100 — —

期內利潤 — — — — — — 20,503 20,503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

  匯兌差額 — — — — (199) — — (19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199) — 20,503 20,304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 58 — — (58) —

於2012年9月30日

 （未經審核） 78 22,150 9,271 537 4,207 2,100 78,944 117,287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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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54,929) 31,870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9,464) 1,763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60,468 (44,49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3,925) (10,860)

於4月1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391 39,8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率變動的影響 (270) 18

於9月30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6,196 28,9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載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6,737 28,985

減：銀行透支 18 (541) —

於綜合現金流量表所載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6,196 28,985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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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滉達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2年3月14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1961年第3號法例，經

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柴灣祥利街18號祥

達中心19樓3室。本公司普通股份（「股份」）已自2013年1月23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

板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簡

明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中期簡明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

核，但已經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中期簡明財務報表未包括所有於年度財務報表內要求之所需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2013年3月31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2013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下文附註2所述者外，編製中期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2013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於2013年4月1日生效

於本期內，本集團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且與本集團於2013年4月1日開始年度會計期

間的財務報表有關及有效的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2009–2011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經修訂） 呈列財務報表 —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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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價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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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

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中期簡明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就已頒佈但尚未生效及並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言，本公司董事

（「董事」）預期所有該等宣佈將於該等宣佈生效日期後開始的首段期間採納加入本集團之會計政策，董

事目前正在評估初步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但尚未能說明該等準則是否會

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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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由主要經營決策人審閱用於作出策略決定的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a) 可報告分部

概無單獨呈列業務分部資料，原因是本集團僅有製造及銷售玩具的單一業務分部。

(b)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及(ii)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特

定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的資料。客戶所在地理位置乃根據提供服務或交付貨品所在地點確定。特

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理位置乃根據資產（如屬物業、廠房及設備）實際所處位置確定。

(i)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北美（附註1） 279,221 287,574

西歐

 — 英國 76,464 53,973

 — 法國 25,317 27,348

 — 荷蘭 15,051 13,222

 — 其他（附註2） 68,673 71,560

南美 11,366 16,39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台灣 11,130 14,505

澳洲、新西蘭及太平洋島國 16,306 15,771

中美洲、加勒比地區及墨西哥 13,726 15,592

其他（附註3） 16,235 16,873

總計 533,489 532,809

附註：

1 北美包括美國及加拿大。

2 其他包括德國、比利時、意大利、愛爾蘭和西班牙。

3 其他包括非洲、印度、日本、韓國、地中海地區、俄羅斯和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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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經營分部資料（續）

(b) 地區資料（續）

(ii) 特定非流動資產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大陸 47,192 41,505

香港 931 936

總計 48,123 42,441

(c)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來自主要客戶（每名客戶佔本集團的收入為10%或以上）的收入載列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客戶 180,564 236,872

B客戶 135,908 86,327



滉達富控股有限公司 2013/14 中期報告21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已售貨品扣除退貨撥備及貿易折扣後的發票淨值。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

析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銷售貨品 533,489 532,809

其他收入及收益

模製收入 4,813 2,855

衍生金融工具的淨收益╱（虧損） 1,731 (1,756)

來自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8 11

匯兌收益淨額 164 182

其他 638 804

7,354 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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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除所得稅開支前利潤

本集團的除所得稅開支前利潤乃在扣除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的成本 473,859 465,305

折舊 4,600 4,24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的攤銷 104 86

僱員福利開支：

 工資及薪金 22,348 22,586

 退休金計劃供款 2,100 1,420

 其他福利 2,427 1,840

26,875 25,846

核數師薪酬 482 428

有關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賃費用 1,186 1,112

6.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銀行墊款及其他借款的利息 1,098 1,180

分析顯示按貸款協議所載經協定指定還款日期得出的銀行借款（包括含有按要求還款條款的定期貸款）的融

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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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已就於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利潤按16.5%的稅率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2012年：16.5%）。其他地方應課稅利潤的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地的通行稅率計算。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中國經營業務的附屬公司就其應課稅利潤適用的中國企業所得稅

率為25%（2012年：25%）。

期內所得稅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 香港

 期內稅費 4,846 6,786

即期 — 中國

 期內稅費 193 197

期內稅費總額 5,039 6,983

期內之所得稅開支與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所呈列之除所得稅開支前利潤對賬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開支前利潤 27,617 27,486

按適用稅率16.5%計算的稅項（2012年：16.5%） 4,557 4,535

於其他司法權區經營業務的一間附屬公司不同稅率的影響 42 46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314) (32)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683 2,376

未確認暫時性差異的稅務影響 71 58

所得稅開支 5,039 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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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所得稅開支（續）

截至2013年9月30日，並無就為71,000港元的可抵扣暫時性差異（2012年：58,000港元）確認任何遞延稅項資

產，原因是有關金額對本集團而言並不重大。此外，本集團並無就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未匯出盈利應付

的預扣稅確認截至2013年9月30日合共5,402,000港元的遞延稅項負債（2013年3月31日：4,875,000港元），原

因是董事認為，該附屬公司將不大可能於可見將來分派其自2008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累計的盈利。

因此，於2013年9月30日並無確認遞延稅項負債。

8. 股息

董事已就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5港仙，合共為12,000,000港元（2012年：無）。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約22,578,000港元（2012年：

20,503,000港元）及240,000,000股已發行股份（2012年：180,000,000股，即緊接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前

之股份數目）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2013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並無潛在已發行股份，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2012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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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物業、廠房

及設備

預付土地

租賃款項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3年4月1日之賬面淨值（經審核） 34,659 7,782

添置 9,632 —

出售 (22) —

攤銷 — (104)

折舊 (4,600) —

匯兌差額 583 193

於2013年9月30日之賬面淨值（未經審核） 40,252 7,871

本集團的租賃土地及樓宇均位於香港及中國，並均按中期租約持有。本集團賬面淨值為628,000港元位於香

港的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予銀行，以向本集團授出融通。

土地使用權均位於中國，並均按中期租約持有。

11. 存貨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76,033 110,279

在製品 19,767 11,570

成品 69,293 31,730

165,093 15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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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貿易應收款項

銷售貨品的信貸期介乎發票日期起計30至75天。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準）如

下：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30天 113,680 35,837

31至60天 65,553 9,014

61至90天 17,466 7,043

90天以上 7,006 6,579

203,705 58,473

被視為並無出現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既無逾期亦無減值 154,959 47,438

逾期少於1個月 42,067 5,826

逾期1至3個月 6,402 3,484

逾期超過3個月 277 1,725

203,705 58,473

既無逾期亦無減值的應收款項與近期無拖欠記錄的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多名與本集團維持良好付款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根據以往經驗，董事認

為，毋須就該等結餘計提減值撥備，原因是信貸質量並無出現重大變動且有關結餘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本

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加強信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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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款項 755 582

按金 74 789

其他應收款項 484 1,463

1,313 2,834

於2013年9月30日，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結餘既無逾期亦無減值。已計入上述結餘的金融資產與近期無拖

欠記錄的應收款項有關。

14. 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指本集團持有的若干人民幣╱美元外匯遠期合約，合約期限於25個月內（於2013年3月31日：

25個月）。本集團將按經協定遠期匯率出售美元予銀行以換取人民幣（「人民幣」）。

於2013年9月30日，未到期遠期合約的名義金額為5.0百萬美元（2013年3月31日：10百萬美元）。

外匯遠期合約的公允價值乃使用遠期匯率報價及根據利率報價得出的收益曲線計量，當中假設將會對外匯

遠期合約的相關貨幣匯價產生重大影響的政治、法律、財政、科技、市場及經濟狀況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以及利率及匯率將不會與現時或預期者存在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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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衍生金融工具（續）

下表為於期內╱年內衍生金融工具變動的對賬：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4月1日的結餘 1,014 6,191

期內╱年內衍生金融工具的淨收益╱（虧損） 1,731 (107)

期內╱年內結算 (1,171) (5,070)

於9月30日╱3月31日的結餘 1,574 1,014

1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按以下貨幣計值：

 港元 69,289 76,183

 人民幣 2,147 1,399

 美元 5,301 2,809

76,737 80,391

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成其他貨幣。根據中國《外匯管理條例》及《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本集團獲准通

過獲授權進行外匯業務的銀行將人民幣兌換成其他貨幣。

銀行存款按根據每日銀行存款利率得出的浮動利率賺取利息。銀行結餘存入近期無違約記錄的信譽良好的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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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6.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一般自其供應商獲得15至90天的信貸期。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準）如下：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30天 80,778 28,375

31至60天 16,220 13,801

61至90天 21,542 7,351

90天以上 3,766 1,442

122,306 50,969

17. 預收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收款項 23,619 1,25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818 31,439

31,437 3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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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8. 計息銀行借款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有抵押

— 銀行透支 541 —

— 於一年內到期償還的銀行貸款 112,503 50,437

— 於一年後到期償還含有按要求還款條款的銀行貸款 — 500

113,044 50,937

本集團的銀行融通及其計息銀行借款通過以下方式抵押：

(i) 本公司的企業擔保及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即滉達實業有限公司、滉達高科製品有限公司及浩達富有限

公司）的交互擔保；

(ii)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融通根據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正式出具以銀行為受益人的擔保；

(iii) 本集團位於香港的租賃土地及樓宇的抵押。

於2013年9月30日，即期及非即期銀行借款及透支總額按期償還如下：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要求或一年內 113,044 50,437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 500

113,044 50,937

附註： 到期款項根據貸款協議內的指定還款日期釐定，不考慮任何按要求還款條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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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8. 計息銀行借款（續）

若干銀行融通須待遵守與本集團若干財務狀況比率有關的契諾後方可獲得，該等比率旨在維持 (i)不低於某一

金額的合併有形淨值；及 (ii)本集團的特定資本負債比率，上述兩者常見於與金融機構訂立的借貸安排中。倘

本集團違反有關契諾，則已提取的融通將須於要求時償還。此外，本集團若干定期貸款協議包含賦予貸方權

利可全權酌情隨時要求即時還款的條款，而不論本集團是否已遵守契諾及履行指定還款義務。

本集團會定期監察其有否遵守該等契諾，並認為只要本集團繼續遵守該等規定，銀行將不大可能行使其酌

情權要求還款。於2013年9月30日，概無違反與已提取的融通有關的契諾（於2013年3月31日：無）。

19.股本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001美元的普通股

 於2013年4月1日及2013年9月30日 500,000,000 389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001美元的普通股

 於2013年4月1日及2013年9月30日 240,000,000 187

20. 儲備

本集團年內儲備變動的詳情載於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份溢價

本集團之股份溢價賬指按溢價發行股份所產生之溢價。

資本儲備

資本儲備指本公司已發行股本與現時本集團旗下各公司各自的股本╱繳足股本的總面值之間的差額。資本

儲備亦因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產生，指已知代價的公允價值與自非控股權益收購的附屬公司額外權益應

佔資產淨值的賬面值之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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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0. 儲備（續）

法定儲備

根據中國公司法，本公司於中國註冊的附屬公司，須將年度法定除稅後淨利潤（抵銷以往年度的任何虧損

後）的10%撥入法定公積金。當法定公積金的結餘達到該實體註冊資本的50%時，可選擇是否繼續撥付任何

資金。法定公積金可用以抵銷以往年度的虧損或註冊資本增資。然而，法定公積金在作上述用途後的有關結

餘，必須維持在至少相當於註冊資本的50%的水平。

匯兌儲備

匯兌儲備包括換算功能貨幣有別於本集團呈列貨幣的海外經營業務的財務報表時所產生的全部匯兌差額。

21. 關連方交易

(i) 除本中期報告其他地方詳述的交易外，本集團曾於期內與關連方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關係╱關連方姓名（名稱） 交易性質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由劉浩銘先生及非執行主席李敏儀女士或

 彼等的近親控制的公司

金富利國際有限公司 租金開支 (a) 72 72

金富國際置業有限公司 租金開支 (a) 72 72

金萊（香港）有限公司 租金開支 (a) 588 588

732 732

董事╱非執行主席

劉浩銘先生 租金開支 (a) 21 21

李敏儀女士 租金開支 (a) 144 144

16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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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1. 關連方交易（續）

(a) 已付予金富利國際有限公司、金富國際置業有限公司、金萊（香港）有限公司、劉浩銘先生及非執

行主席李敏儀女士的租金開支均由本集團與關連方相互協定。

(ii)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包括董事薪酬）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執行董事除外）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1,252 701

退休金計劃供款 31 26

執行董事

薪金、津貼、花紅及實物利益

　劉浩銘先生 2,077 1,094

　黃錦城先生 1,218 537

　潘栢基先生 678 501

退休金計劃供款

　劉浩銘先生 22 19

　黃錦城先生 22 17

　潘栢基先生 20 17

5,320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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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2. 經營租賃安排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用其若干辦公室物業。該等物業的經協商租期介乎一至三年。

於2013年9月30日，本集團於以下期限到期的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下的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107 2,170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897 1,919

3,004 4,089

23. 資本承擔

於2013年9月30日，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承擔：

於2013年

9月30日

於2013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撥備 — 634

24. 結算日後事項

本集團於2013年9月30日後並無進行任何重大結算日後事項。

25. 中期簡明財務報表之批准

中期簡明財務報表已於2013年11月22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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