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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公佈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64）

公佈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

建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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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編製基準載列
於附註1）連同去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收益報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額業額 2  464,910  301,634
銷售成本  (370,729)  (232,979)

毛利  94,181  68,655
其他收益 2  12,215  6,790
土地及樓宇的減值虧損  –  (583)
銷售及分銷開支  (8,020)  (8,356)
一般及行政開支  (31,704)  (27,890)

經營溢利 3  66,672  38,616
融資成本 4  (3,912)  (3,495)
出售聯營公司的收益 –  22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  (11)

除稅前溢利  62,760  35,132
稅項 5  (5,357)  (4,056)

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57,403  31,076

股息 6  40,000  80,000

每股盈利 7
－基本（港仙） 19.13 10.36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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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重組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

根據透過股份交換（「股份交換」，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完成）將Asia Pilot Development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包括建福實業有限公司及Sky Ocean Group Limited）轉讓予本公司（詳
情見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刊發的售股章程（「售股章程」）），本公司成為該等公司
的控股公司。

股份交換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
則」）第27號「集團重組的會計處理方法」的規定，採用合併會計法列賬。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包括比較數字）時，乃假設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
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為上述公司的控股公司。

緊隨股份交換後，本公司於同日進行數項其他交易以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完成其重組，以
籌備本公司股份上市。該等交易主要包括家利來電器有限公司（「家利來香港」）及其附屬公司東
莞家利來電器有限公司（「東莞家利來」）（統稱「家利來集團」）權益的收購事項，詳情載於售股
章程。家利來集團的業績按收購會計法入賬。

本公司股份及認股權證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上市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

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基準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
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一系列新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
合併」除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內並無提前採納該
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適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協議的
業務合併。本集團就收購家利來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後訂立協議，因此採購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3號，商譽初步按成本確認為資產，並會每年核實確定有否出現減值。綜合財務報表
中並無確認減值虧損。本集團已就其他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進行初步評估，且認為採納該
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其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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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收益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美髮產品、電子保健產品及其他小型家庭電器。營業
額為出售貨物的發票淨值，乃年內收益的最主要類別。

本集團營業額及其他收益的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貨品 464,910 301,634

其他收益
模具成本還款 7,734 2,291
佣金收入 2,861 3,78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 146
利息收入 117 187
樣本銷售額 101 24
雜項收入 1,402 358

收益總額 477,125 308,424

(a) 主要報告形式—業務分類

本集團經營的單一業務分類為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美髮產品、電子保健產品及其他小型
家庭電器。

(b) 次要報告形式—區域分類

以下為本集團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的銷售分析：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歐洲 341,257 220,507
北美及南美洲 35,426 26,506
亞洲 30,667 28,628
澳洲 48,064 19,625
非洲 9,496 6,368

464,910 30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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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300 161
出售存貨成本 370,729 232,979
折舊
－擁有 10,326 9,730
－根據融資租約持有 1,829 1,991

㶅兌虧損淨額 1,521 1,14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基本薪金、花紅、津貼及實物利益 50,569  40,839

減： 中國分加工安排項下支付款項 (32,616) (24,597)

17,953 16,24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48 386
 研發成本（附註 (i)） 4,532  4,373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  (104) 199

附註：

(i) 研發成本主要包括負責研發工作的工程師的薪金，有關金額已計入員工成本。

4.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1,051 1,318
信託收據貸款利息 2,781 2,018
融資租約利息 80 159

3,912  3,495



5

建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公佈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5. 稅項

綜合收益報表的稅項金額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行利得稅－香港
－年內稅項 5,268  3,37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77)

5,268 3,300
遞延稅項
－本年度 234 (16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45) 925

89 756

年內稅項支出 5,357 4,056

由於本集團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並無產生應繳利得稅的收入，故並無就該等司法權區作
出任何利得稅撥備。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減承前可扣稅虧損按17.5%（二零零四年：17.5%）的稅率計提
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相關法例及規例，東莞家利來須按所得稅率24%繳納稅項。東莞
家利來乃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收購的全資附屬公司，屬外資企業。於抵銷過往年度
的稅務虧損後，東莞家利來亦於二零零三年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隨後
三年按適用稅率的50%繳納稅項。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收益報表並無就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6. 股息

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及派付的股息，為本集團附屬公司向其
於重組前的股東宣派的股息。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 – 80,000
特別股息 40,000 –

40,000  80,000

由於董事認為股息率及享有股息的股份數目就本報告而言並無意義，故並無呈列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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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約57,403,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1,076,000港元）
計算。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股份數目為300,000,000股普通股，包括年內已發行100,000,000股普通
股及本公司資本化發行200,000,000股普通股，該等股份被視作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起已發行。

由於年內並無攤薄事件，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二零零四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在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取得輝煌的成績，無論在營業額或股東應佔溢利淨額方面
均錄得顯著增長。業務突飛猛進，是本集團不斷提升產品質素，以及致力向客戶提供優質
服務的成果。二零零五年的財務業績如此優秀，主要由於銷售量有所增加，而銷售及分銷
成本、一般及行政開支相對地保持穩定水平所致。

另一方面，配售事項及公開發售的成績亦頗為理想，可見投資者對本集團業務及電器製造
業的前景充滿信心。公司上市，為本集團的發展立下全新的里程碑，奠定日後在業內茁壯
成長的穩固基礎。

營業額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 464,900,000港元，其中約
433,600,000港元來自銷售美髮產品，佔本集團營業額約93%。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額較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升約54%。營業額出現
驚人升幅，主要由於歐洲市場對本集團電子美髮產品的需求再度增加，而本集團的創新產
品（新式直髮器）亦獲當地市場接納。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的銷售成本上升至約370,700,000港元，
增幅約59%。有關成本之所以上升，主要由於業務量及營業額同告上升，以及塑膠及金屬相
關原材料成本上漲所致。

毛利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毛利約94,2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升約37%，而整體毛利率則由約22.8%下跌至約20.3%。毛利率
下跌，原因是塑膠及金屬相關原材料成本上漲，以及廠房的直接及間接成本上升（如東莞
區的勞工成本）。

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由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6,8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零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2,200,000港元。有關增加主要來自模具成本還款（包括銷售本集
團的設計及概念）。年內，本集團不斷開發一系列創新產品，以及一般電子美髮產品、保健
產品及其他小型電器。新產品系列計劃將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推出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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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開支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8,000,000港元，佔同
期總營業額約1.7%。此比例較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的約2.8%為低，原
因是本集團轉用更多中國境內收費低廉的港口。

一般及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31,700,000港元，較截至二
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升約3,800,000港元。行政開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年內添
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後折舊增加、信託收據貸款用量增加導致銀行費用上升，以及派發員
工表現獎金。

融資成本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約為3,9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
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升約400,000港元。有關上升主要由於信託收據貸款的使用
量增加。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約為77,200,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30,000,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6,700,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流動負債淨額4,9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的資本負債比率約為35%，而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35%。本集團擁有充足的財
務資源，足以應付其日常營運及資本開支需要。

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獲授的一般銀行融資乃以賬面淨值約 11,8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12,200,000港元）的租賃土地及樓宇，以及總值約6,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6,000,000港
元）的定期銀行存款作抵押。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就收購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已批准但未訂約）約為3,700,000港元（二
零零四年：2,7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a) 於結算日，本集團就附追索權的銀行貼現票據擁有或然負債約14,300,000港元。

(b)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七日，WIK Far East Limited（「WIK」）在高等法院向本公司
一家附屬公司提出訴訟，乃關於指稱侵犯伸縮式毛刷的專利權。

董事確認，雙方尚未達成和解，亦未就上述法律訴訟對本集團造成損害賠償的總額作
出裁決。本集團已就成功申索的機會向法律顧問徵詢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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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法律顧問的意見，由於審訊尚未展開，雙方仍處於訴訟的初步階段，而在WIK並
無示意將如何處理申索的情況下，倘本集團的附屬公司於訴訟中就侵犯專利權的申
索抗辯失敗，則無法可靠計算本集團可能須承擔的損害賠償金額及費用。假設WIK將
申索溢利損失損害賠償或所得利潤，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會產生的最終費用及損害賠
償（如有）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倘訴訟產生負債，控股股東共同及個別同意及承諾就該等負債向本集團提供彌償。

員工及薪酬政策

人力資源是本集團最寶貴的資產，令本集團得以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取得成功。本集團為
員工提供完善薪酬福利計劃，包括培訓、醫療、保險及退休福利等附帶福利。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藉以向對本集團
業務有貢獻的合資格參加者提供獎勵及獎賞。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除於售股章程所披露的集團重組措施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買賣或贖
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上市日期至本公佈刊發日期止期間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上市規則以書面列明職權
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趙帆華先生、李智聰先生
及李達華先生。趙帆華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
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制度，以及審閱本公司年報及中期報告。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業績。

於聯交所網頁刊登年終業績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於聯交所網頁刊登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規定的全部資
料。



9

建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公佈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二日至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所有股份過戶登記將無效。如欲符合資格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上投票，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九日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
司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
中心17樓1712-1719室。

承董事會命
建福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林偉明

香港，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林偉明先生、譚治生先生及陳國棟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趙帆華先生、李智聰先生、李達華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星島日報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