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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公司資料

董事

執行董事

謝錦鵬先生（主席、首席執行官）

陳浩先生

謝學勤先生

陳永傑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Donald H. Straszheim博士

劉智傑先生

余文耀先生

審核委員會

余文耀先生（主席）

Donald H. Straszheim博士

劉智傑先生

薪酬委員會

劉智傑先生（主席）

Donald H. Straszheim博士

余文耀先生

提名委員會

劉智傑先生（主席）

Donald H. Straszheim博士

余文耀先生

公司秘書

謝成就先生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律師

麥振興律師事務所

主要往來銀行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SMP Partners (Cayman) Limited

Royal Bank House – 3rd Floor

24 Shedden Road

P.O. Box 1586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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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續）

註冊辦事處

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T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British West Indies

總辦事處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九龍

尖沙咀東

麼地道66號

尖沙咀中心

6樓607室

股份代號

1198

投資者關係

電話：(852) 2636-6648

電子郵件：info@chital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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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雖然中國經濟依然穩定，但傳統消費行業，包括傢具行業在內，仍

面對嚴峻的挑戰。然而，本集團在過去幾年致力於業務重組和改革創新，改革成效現已

逐漸呈現，本集團在回顧期間錄得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13.1百萬港元。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推出高毛利率的新產品線，且受到市場歡迎。此外，定制傢具系列的

營業額於回顧期間錄得較高增長，致使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毛利

率增加3.1個百分點。

期內，本集團終止所有自營店舖之營運。

銷售及網絡管理

本集團銷售部的新加盟商拓展團隊及店面服務團隊，在服務好現有加盟商的同時，大力

拓展新加盟商，而且在提升門店形象、加強營業管理及增加加盟商數量上取得了良好的

成果。

品牌管理

亞洲名模及電影明星林志玲小姐繼續擔任本集團的代言人。

繼二零一六年成功推出高鐵廣告項目後，本集團持續加大品牌推廣力度，並與中央電視

台深度合作，在CCTV1、CCTV2及CCTV13三個頻道同時推出影視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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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存貨及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之存貨增加15.8%至256.0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1.1百萬港元），此增加乃主要由於集團推出更多產品系列。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15.9%至99.8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86.2百萬港元）。該等乃主要由於就新推出產品系列向外協廠支付墊款所致。

營運資金挑戰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之流動負債淨額為83.6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7.9

百萬港元）。本集團將會繼續採取措施改善其營運資金。

前景

二零一六年成功轉虧為盈，引證本集團進行業務及架構重組是正確的。本集團將在過往

年度改革措施的基礎上，持續推進改革，大力拓展經營渠道。主要措施將包括：在現有

產品線上的基礎繼續推出一定數量的高端系列新品；進一步推行部門承包責任制，將生

產、營銷等業務部門實行責任承包，提升工作效率，降低經營成本，提升企業利潤空間。

本集團將繼續實施此業務策略，從而進一步強化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及競爭力，以獲取更

大市場份額。

本集團將持續投放資源提升「皇朝傢俬」品牌於國內的知名度。

另外，本集團預視全品類一站式消費潮流發展，為配合市場發展趨勢，將於短期內建立

「大家居」消費平台。為顧客帶來便捷兼嶄新的購物體驗。

由於現有廠房周邊正在急速城市化，管理層正在斟酌解決新的生產地點。

儘管預期消費市場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依然具挑戰性，本集團對持續提升其市場滲透率

及改善其表現持審慎樂觀態度。隨著於二零一七年年底逐步開設更多加盟店，本集團預

期將於日後為股東帶來豐碩成果。



05 皇朝傢俬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及
債券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內記錄之權益及短
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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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會本公司及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長倉：

董事姓名 長倉╱短倉 股份數目 購股權數目1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所佔權益
總額百分比2

謝錦鵬 長倉 500,792,811 3 21,329,000 29.63
陳浩 長倉 2,119,317 4 18,000,000 1.14
陳永傑 長倉 1,546,538 5 15,000,000 0.94
Donald H. Straszheim 長倉 – 5,263,547 0.30
劉智傑 長倉 – 5,260,000 0.30
余文耀 長倉 – 5,260,000 0.30

附註︰

1. 購股權數目指向彼等授出購股權所涉及相關股份數目。

2. 此為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所持股份及相關股份長倉總額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

1,762,377,017股股份百分比。

3. 105,183,769股股份由謝錦鵬先生個人持有，而185,840,120股股份由Crisana International Inc.

持有及209,768,922股股份由 Charming Future Holdings Limited持有，該兩家公司為謝錦鵬先

生（被視為擁有該等公司所持的合共395,609,042股股份的權益）全資及實益擁有之公司。

4. 該等股份由陳浩先生個人持有。

5. 陳永傑先生於本公司之36,538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其中，1,579股股份由其個人持有，及34,959

股股份由World Partner Development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陳永傑先生擁有的公司）持

有。彼亦被視為於其配偶所持本公司之1,51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

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債券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內記錄之任何權益及短倉，或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或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及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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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之股份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記錄之權益或短倉的本公司股東（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

外）如下：

長倉：

股東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普通股數目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所佔權益

總額百分比 1

Crisana International Inc. 直接實益擁有 185,840,120 2 10.54

Charming Future Holdings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209,768,922 3 11.90

Great Diamond Developments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229,340,000 4 13.01

附註︰

1. 此為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所持股份及相關股份長倉總額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

1,762,377,017股股份百分比。

2. 該等185,840,120股股份由Crisana International Inc.（由本公司主席謝錦鵬先生全資及實益擁

有）持有，而謝錦鵬先生被視為擁有該185,840,120股股份的權益。此外，謝錦鵬先生亦以個人

身份持有51,833,769股股份。

3. 該等209,768,922股股份由Charming Future Holdings Limited（由謝錦鵬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

直接持有，而謝錦鵬先生被視為擁有209,768,922股股份的權益。

4. 該等229,340,000股股份由Great Diamond Developments Limited持有。Great Diamond 

Developments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黃書銳先生（佔35%）、

陳少英女士（佔25%）、黃啟佳先生（佔20%）及黃琰先生（佔2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或法團（本公司董事或主

要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

之登記冊內記錄之任何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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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之股份權益（續）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有關計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

更新。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的通函及公佈。

根據獨立估值師作出之估值報告，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

股權之價值為9.11百萬港元（每股0.13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確認購股權開支4,293,000港元。

於報告期末，本公司於計劃下有122,484,360份尚未行使購股權。在本公司目前的資本架

構下悉數行使餘下購股權，將導致額外發行122,484,360股本公司普通股、產生額外股本

12,248,000港元及股份溢價47,752,000港元（扣除發行開支前）。

於報告期末，本公司有以下尚未行使購股權：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港元 行使期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

購股權數目

（附註） （附註）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 0.410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日至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7,391,749

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 0.730 二零一三年九月七日至 
二零二二年九月六日

4,492,611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 0.790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日至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19,300,000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 0.790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日至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19,300,000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0.372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七日至 
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六日

3,000,000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0.320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69,000,000

附註： 公開發售完成後，購股權中之股份數目及購股權之行使價已作出調整。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九日之公佈。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已發行可換股證券、購股權、認股權證或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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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36.3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03.5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除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313.1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19.8百萬港元）外，本集團擁有來自一名董事、非控股權益之貸款及中期債

券合共78.8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4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為0.85倍（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0.85倍），而流動負債淨額為83.6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7.9百萬港元）。

資本結構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資本結構並無重大變動。

匯兌風險

本集團面臨著匯兌風險。有關風險主要來自資產及負債之結餘以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各自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交易。目前，本集團並無就有關匯兌風險推行任何對沖政策。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共僱用約2,418人（二零一六年：2,588人）。本集團之薪

酬政策與其經營所在地之市場慣例一致，一般每年評估一次。除薪金外，僱員還享有其

他福利，包括公積金、醫療保險及與表現掛鈎之花紅。本集團合資格之僱員及人士亦可

獲得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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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列披露者外，本公司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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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一切適用守則條文。

為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2.1條的規定，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職務應分離及不

應由同一人擔任。主席與首席執行官之責任劃分應明確制定並以書面列明。儘管如此，

前任行政總裁於二零一二年離任後，本公司已委任謝錦鵬先生兼任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職

務。董事會認為，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職務歸屬於同一人將令本公司能夠更有效及高效地

發展長期業務策略及執行業務計劃。董事會認為權力及權利之平衡由董事會之運營充分

保證。董事會包括經驗豐富人士及技術人士，且已有充足人數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期內中期業績之會計資料未經審核，惟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業績並與內部審核專員討論有關本集團內部控制及財務報

告之事宜。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並無就期內中期業績進行外部獨立核數檢查。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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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須遵守之行為守則。

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已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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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中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並獲

董事會批准。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384,567 363,042

銷售成本 (254,671) (251,726)

毛利 129,896 111,316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2,746 8,774

銷售及分銷開支 (69,334) (54,342)

行政開支 (47,491) (45,785)

融資成本 6 (11,970) (8,39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270)

除稅前溢利 5 13,847 11,301

所得稅開支 7 – (974)

期內溢利 13,847 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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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3,103 10,794

非控股權益 744 (467)

13,847 10,327

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 0.74港仙 0.61港仙

攤薄 0.73港仙 0.61港仙

期內應付及擬付股息的詳情於期內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8披露。

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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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3,847 10,327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8,411 (25,764)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42,258 (15,437)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39,246 (13,487)

非控股權益 3,012 (1,950)

42,258 (1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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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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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006 1,006,092
投資物業 398,483 398,48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75,239 74,036
商譽 67,730 67,730
無形資產 2,285 2,478

非流動總資產 1,550,743 1,548,819

流動資產

存貨 256,021 221,099
貿易應收款項 10 46,008 34,465
可供出售投資 3,314 3,215
已抵押存款 40,964 39,737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9,828 86,15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298 103,516

流動總資產 482,433 488,19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1 88,770 107,45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7,610 137,502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76,634 228,132
應付稅項 103,039 103,039

流動總負債 566,053 576,123

流動負債淨額 (83,620) (87,93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67,123 1,46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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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67,123 1,460,886

非流動負債

中期債券 12 27,115 15,833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36,438 91,709

來自非控股權益之貸款 39,727 37,565

來自一名董事之貸款 12,000 12,000

遞延稅項負債 56,371 56,371

遞延政府補助 50,462 48,949

非流動總負債 222,113 262,427

資產淨值 1,245,010 1,198,459

股本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

股本 176,238 176,238

儲備 992,368 948,829

1,168,606 1,125,067

非控股權益 76,404 73,392

總股本 1,245,010 1,198,459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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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購股權

儲備

資產

估值儲備

可供出售

投資重估

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累計虧損 總值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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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76,238 889,494 14,070 90,537 421 8,237 117,550 (190,736) 1,105,811 67,528 1,173,339
期內溢利 – – – – – – – 10,794 10,794 (467) 10,327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涉及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 – – (24,281) – (24,281) (1,483) (25,76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24,281) 10,794 (13,487) (1,950) (15,437)

以股本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 – 225 – – – – – 225 – 22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76,238 889,494 14,295 90,537 421 8,237 93,269 (179,942) 1,092,549 65,578 1,158,127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76,238 889,494 18,887 142,239 – 8,535 32,045 (142,371) 1,125,067 73,392 1,198,459
期內溢利 – – – – – – – 13,103 13,103 744 13,84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涉及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 – – 26,143 – 26,143 2,268 28,41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26,143 13,103 39,246 3,012 42,258

以股本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 – 4,293 – – – – – 4,293 – 4,293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76,238 889,494* 23,180* 142,239* – 8,535* 58,188* (129,268)* 1,168,606 76,404 1,245,010

* 該等儲備賬包括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內之綜合儲備992,36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948,82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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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使用）╱產生之現金流淨額 (50,858) 2,761

投資活動使用之現金流淨額 (3,222) (28,295)

融資活動（使用）╱產生之現金流淨額 (16,339) 31,7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70,419) 6,227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3,516 89,831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3,201 27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6,298 96,0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36,298 9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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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而成。

期內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要之所有資料及披露，應與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純利13,84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純利10,327,000港元）及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

負債淨額83,62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7,933,000港元）。根據該等情況，

本公司董事在評估本集團是否將擁有足夠現金流量繼續按持續基準經營業務時已考慮未來

流動資金、本集團之未來業績及現有銀行融資及其他可供使用之融資來源。根據管理層對本

集團未來現金流量之估計，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於可預見未來擁有足夠現金流量保證其繼

續經營及清償到期債務。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採用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實屬合

適。

2. 會計政策

編製期內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在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生效之

新訂準則及詮釋除外。採納新訂準則及詮釋對該等期內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

響。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發行但尚未生效之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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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傢俱。本集團所有產品的性質大致相似，因此面臨相同風險及回

報。因此，本集團的營運活動來自單一經營分部。

主要客戶資料

期內，本集團向單一客戶作出的銷售額均未達到本集團收入的10%或以上（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即本集團營業額，指出售貨品之發票淨值，經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

本集團之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出售貨品 384,567 363,042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5 26

租金收入 9,807 2,015

銷售廢品 552 1,410

其他 2,372 5,323

12,746 8,774

397,313 37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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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貨品成本 254,671 251,726

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折舊 30,175 36,410

無形資產攤銷 271 210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最低租賃款項 4,309 7,607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債券之利息 1,032 96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之利息 9,717 7,149

來自非控股權益貸款之利息 1,221 1,147

11,970 8,392



20皇朝傢俬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於其

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根據當時適

用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中國企業所得稅 – 974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 974

根據第58/99/M號法令，凡根據該法令註冊成立的澳門公司（稱為「58/99/M公司」）均可免繳

澳門補充稅（澳門所得稅），前提是彼等不得向澳門本土公司銷售產品。本集團附屬公司Sino 

Full Macao Commercial Offshore Limited符合58/99/M公司的資格。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之期內盈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1,762,377,017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762,377,017股）計算。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之期間溢利而計算。計算時所用之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指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數目，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

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視作以零代價行使時發行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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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續）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計算乃基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使用之母公司普通股本 

持有人應佔溢利 13,103 10,794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使用之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762,377,017 1,762,377,017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26,621,8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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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以信貸為主，惟新客戶除外，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信貸期一般

為期30至90日。每名客戶均設有信貸上限。本集團嚴格控制其未結清之應收款項。高級管理

層定期對過期欠款之結餘進行審閱。鑒於以上所述及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與為數眾多之客戶

有關，因此並無重大集中之信貸風險。貿易應收款項不計利息。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之減除撥備後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41,308 28,490

一至三個月 1,252 446

三至六個月 261 5,473

六個月以上 3,187 56

46,008 34,465

11.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83,491 60,598

一至三個月 2,684 28,336

三至六個月 469 13,807

六至十二個月 802 2,026

一年以上 1,324 2,683

88,770 10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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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期債券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本公司設立每份面值為10,000,000港元之中期債券計劃。於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本金總額為700,000,000港元之中期債券（「債券」）。債券於二

零二五年二月五日後方可贖回及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五日後方可認沽。未贖回債券所產生利息

將按年支付，年利率為0.1%，首次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支付及最後一次於二零六三年二月

五日支付，並將於二零六四年二月五日到期。債券使用實際利率法按介乎每年8.01%至8.86%

之實際利率攤銷。

中期債券之公平值於發行日期透過按類似債券之相等市場利率折讓預期未來現金流估計，當

中計及本集團本身之信貸及流動資金風險。

於財務狀況表確認之中期債券計算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的賬面值 15,833 –

新增 10,950 15,290

應計利息開支 1,032 543

應付利息 (700) –

賬面值 27,115 15,833

13. 購股權計劃

根據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更新之二零一二年計劃之計劃

限額，本公司或會進一步授出176,237,701份（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377,701份）購

股權，佔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之約10%（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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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擔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授權但未簽約：

土地及樓宇 10,000 10,000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15. 報告期後事項

期末之後，6,000,000股普通股因購股權持有人行使購股權而發行。另外，於二零一七年八月

十日公開發售完成後，本公司進一步發行221,047,127股普通股。上述交易後，本公司之已發

行股本擴大至1,989,424,144股。

承董事會命

謝錦鵬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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