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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bow	Brothers	Holdings	Limited
十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十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比較數字。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經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惟未經由本公司核數師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242,779		 2��,889

銷售成本 	 (210,395	)	 (�74,507 )    

毛利 	 32,384		 37,382

其他收入 	 894		 �,229

經營開支 	 (20,378	)	 (�3,289 )    

經營溢利 	 12,900		 25,322

融資成本 	 (438	)	 (�,289 )    

除稅前溢利 5	 12,462		 24,033

所得稅 6	 (1,756	)	 (3,�99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0,706		 20,834
    

股息 7	 5,000		 –
    

每股盈利－基本 8	 5.4	港仙		 �3.9 港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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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		 於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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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265		 �0,740
商譽 	 26,375		 26,375    

 	 37,640		 37,��5    

流動資產
存貨 	 14,913		 �4,007
應收貿易賬款 	 112,833		 50,73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7,125		 �4,832
可收回稅項 	 24		 408
現金及銀行結存 	 8,349		 36,869    

 	 153,244		 ��6,853    

	 資產總值 	 190,884		 �53,96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000		 20,000
儲備 	 88,990		 9�,284    

 	 108,990		 ���,28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450		 53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24,555		 �2,�6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8,713		 7,468
銀行借貸－有抵押 	 38,424		 22,5�2
應付股息 	 9,752		 –    

 	 81,444		 42,�47    

	 權益及負債總額 	 190,884		 �53,968
    

流動資產淨值 	 71,800		 74,70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9,440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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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經選擇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四年修訂本）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
公司。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
處地址及主要營業地點於中期報告「公司資料」一節披露。

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以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列。

根據為籌備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上市之一項集團重組計劃（「集團重組」），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成
為其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有關集團重組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刊發之招股章程附錄五
「公司重組」一節內。

本集團主要為一元店業務經營商，負責創製及供應派對及喜慶節日用品。本集團付運之大部分產品零售價為
�美元或低於�美元或相當於�美元。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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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已就重估若干按公平值入賬之金融資產及負債作出調
整。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經審核
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起生效之新詮釋（「新
詮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3號 客戶忠誠計劃

採納此項新詮釋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及上一會計期間之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因此並無確認任何
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改準則、修訂本或詮釋。本公司董事現正評估此等
新訂或經修改準則、修訂本或詮釋之潛在影響，至今預期應用此等新訂或經修改準則、修訂本或詮釋不會對
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有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改） 財務報表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改）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改）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而產生之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 業務合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5號 房地產建築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6號 海外業務淨投資對沖3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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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營業額指銷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扣除中期期間之銷售退貨及折扣。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折舊 2,555	 2,24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1,735	 7,624
減記存貨 105	 –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 482	 –
利息收入 (8	) (29� )
   

6.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1,843	 3,283
 －遞延稅項 (87	) (84 )   

 1,756	 3,�99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中期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6.5%（二零零七年：�7.5%）計提撥備。

7.	 股息

董事會已宣佈向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2.5港仙，合計5.0百
萬港元。於結算日，有關股息尚未確認為負債。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向股東宣派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末
期股息每股6.5港仙，合計�3.0百萬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宣佈向本公司上
市前當時之股東派發30.0百萬港元。

8.	 每股盈利

本中期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約�0.7百萬港元（二零零七年：20.8百萬
港元）及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200,000,000股（二零零七年：�50,000,000股）計算。於釐定已發行股份數
目時，就集團重組而發行合共�50,000,000股之股份被視作自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起已經發行。由於本中期期
間及上一中期期間內本公司並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普通股，故無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動用約3.�百萬港元（二零零七年：0.8百萬港元）添置物業、
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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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為北美、亞洲、歐洲、南美及其他市場之一元店業務經營商，負責創製及供應派對和喜慶節日用
品。董事認為僅有一個業務分類但有四個地理分類。

於呈報以下按地理分類劃分之營業額列表時，分類收入乃按客戶所處地域位置（不論貨品原產地）釐定。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北美 177,362	 �57,�57
亞洲 46,667	 35,727
歐洲 15,494	 9,9��
南美及其他市場 3,256	 9,094   

總營業額 242,779	 2��,889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所有數字均為約數）

(A)	 業務回顧

二零零八年九月中旬，雷曼兄弟集團出現財政崩潰，全球金融海嘯一觸即發，銀行業與投資大眾陷
入信心危機，不少海外及香港的企業亦因種種財政及管理原因而倒閉。在全球信貸緊縮釀成企業出
現財務及流動資金問題之際，同時揭發了許多管理失當、投機炒作、專業疏忽及詐騙行為的醜聞。

在這些形勢下，相信管理層的本領才能、品德操守及認真處事極為重要。我們欣然匯報，本集團沒
有牽涉任何結構性投資產品，沒有訂立任何外匯合約，沒有投機任何金融工具，沒有上市股份、債
券或債權證投資。

由於全球金融海嘯所帶來的禍害加深，管理層已進一步對所有可能承受的風險作深入透徹的檢討，
包括銀行信貸收緊、客戶信貸質素轉差情況、存貨及其他資產價值、匯率風險及利率風險。管理層
已對客戶及內部作出若干營運調整。因此，我們客戶大多經由美國一間信譽昭著的銀行出具信用
狀、為大客戶的往來賬投保及解除銀行借貸，藉以向全體股東保證我們財政穩健。

於雷曼出現財政崩潰之時，我們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五日之銀行借貸（已扣除現金及銀行結存）維
持於約30.0百萬港元。該結餘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維持相若水平，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五日縮減
至25.0百萬港元，其後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再跌至�5.0百萬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五
日，我們的現金及銀行結存為�5.4百萬港元，而銀行借貸為7.5百萬港元。

這不表示我們不去冒險。管理層相信，經營無債公司並非爭取股東利益的最佳方法。然而，由於本
港於近數月以來相繼傳來企業的負面消息，在這關鍵時刻，最重要的是展示我們有能力迅速恢復淨
現金狀況，然後才實踐計劃，創建未來。

(B)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半年度」）內，本集團的營業額為242.8百萬港元，較截至
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半年度」）的2��.9百萬港元增幅為�4.6%，升勢令人鼓舞。北美
市場的銷售額由上半年度的�57.2百萬港元增加至本半年度的�77.4百萬港元，錄得增幅�2.8%。亞
洲市場的銷售額由35.7百萬港元增加至46.7百萬港元，錄得增幅30.8%。歐洲市場的銷售額由9.9百
萬港元增加至�5.5百萬港元，錄得增幅56.6%。南美及其他市場的銷售額由上半年度的9.�百萬港元
下跌至本半年度的3.3百萬港元，跌幅63.7%，原因是我們收緊了信貸政策。我們預期，於客戶適應
後，銷售數字將會逐步改善。



- 6 -

隨著全球石油價格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期間暴漲近50%，紙張及塑料
的原材料價格急升，本集團的毛利率以至純利率因而受到不利影響。本半年度的毛利為32.4百萬港
元，較上半年度的37.4百萬港元下跌�3.4%。本半年度的純利為�0.7百萬港元，較上半年度的20.8
百萬港元減少48.6%。本半年度的毛利率及純利率分別為�3.3%及4.4%，分別較上半年度的�7.6%及
9.8%下降4.3%及5.4%。

本半年度的經營開支為20.4百萬港元，較上半年度的�3.3百萬港元增加53.4%，主要原因是香港發
展高峰期的員工成本及租金開支增加，以及本公司上市後提高企業開支。

(C)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流動資產淨值為7�.8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74.7百萬港
元）。按流動資產�53.2百萬港元及流動負債8�.4百萬港元計算，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9（二零零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2.8）。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總額除以總資產）為
20.�%（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4.6%）。總括而言，由於七月、八月及九月為付運高峰期，故
本集團三月份的流動比率及資本負債比率數字較佳。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為8.3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36.9百萬港元），銀行借貸總額為38.4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22.5百萬港元）。現金及
銀行結存及銀行借貸均主要以港元及美元計值。銀行借貸按固定利率及浮動利率計息，利率介乎
2.4%至3.8%，以不同集團公司所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誠如上文討論，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十五日前償還大部分銀行借貸及恢復淨現金狀況。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訂有寫字樓經營租約，租約承擔為�0.4百萬港元，有效期至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除此之外，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重大合約或重大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為��2.8百萬港元，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50.7百萬港元增加�22.5%。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近80%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前獲清償。

(D)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77名（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66名）僱員。本半年度之員
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7百萬港元（二零零七年：7.6百萬港元），包括基本薪金及福利。本集團
之政策為按個人資歷及經驗聘用合適人選擔任各項職務。本集團根據個別僱員之表現每年檢討僱員
薪酬，並會參考當時之市況。

(E)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就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2.5港仙，合計5.0百萬港元（二零
零七年：無）。

(F)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於
上述期間內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收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須最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遞交本公司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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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辦理登記手續。預期股息
單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或前後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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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首次公開發售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為58.0百萬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所得款項
淨額之用途如下：－

概況	 計劃金額		 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償還銀行借貸 25.0  28.0
開發牌照業務 �0.0  –
購置機器及設備 7.0  4.5
未來拓展 �0.0  �0.0
一般營運資金 6.0  �5.5   

總計	 58.0  58.0
   

就未來拓展而言，本集團已透過動用稍多於�0.0百萬港元向新供應商採購新產品，將其產品種類拓
展至全新系列之玻璃、木材及金屬裝飾產品。此外，本集團尚未達成任何牌照業務，原因是未能成
功與先前已物色之對手方達成協商共識。本集團現已加大力度利用其他渠道物色有關商機。未應用
於特定項目的所得款項淨額暫時撥作一般營運資金。

(H)	 前景

於本年度，一元市場業務表現理想，帶動本集團主要客戶及營業額增長。鑒於普遍預期經濟衰退，
加上我們收緊了信貸政策，故難以預測我們的銷售（尤其美國市場）於二零零九年將受影響的程度。
然而，我們相信，像我們在一元市場業務所供應的低端基本生活必需品所受的影響將較為輕微。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前�8個月，我們的純利初期因人民幣升值及至後期原材料價格暴漲而
降低，原材料價格增幅尤其遠高於我們預期。我們致力於產品開發及開拓新採購網絡，從而提高售
價，成功將部分（但非全部）有關影響抵銷。人民幣匯價於過去數月靠穩，原材料價格最近亦見有所
下調。這趨勢持續與否是我們業績前景的關鍵所在。

長遠而言，我們仍相信人民幣匯價呈現升值趨勢。因此，我們已在深圳新設辦事處，藉此在中國開
創新商機，為本集團開拓人民幣收入來源。

預期全球即將進入的經濟衰退期將打擊美國、歐洲及亞洲等地區的各行各業，但管理層相信，守得
雲開見月明。前面難苦的日子正好是播種時機以待收成來臨，我們將尤其重點拓展經濟基礎受金融
危機衝擊最少的中國市場。因此，本集團將會檢討及重整其拓展方案。在負債相當低的條件下，本
集團已站穩陣腳把握並更積極考慮未來的商機，促進打造根基，邁向更璀璨的明天。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A)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採納購股權計劃，惟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B)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註銷本公司之
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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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
守則條文。

(D)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為其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
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E)	 行政委員會

行政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五日成立，負責協助董事會制訂政策及監督管理層實行及執行董事
會所訂之政策。行政委員會包括董事會主席許坤華先生（主席）、本公司行政總裁吳志民先生及本公
司執行董事黃世明先生。

(F)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成立，負責協助董事會履行企業管治、財務匯報及企業監控之
職責。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艾秉禮先生（主席）、張華強先生及黃熾強先生及非執行
董事陳卓明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已討論本集
團所採納之審核、內部監控、會計原則及慣例。

(G)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成立，負責協助董事會不時審批全體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之薪
酬政策。薪酬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華強先生（主席）、艾秉禮先生及黃熾強先生及非執
行董事陳卓明先生。

(H)	 刊發中期報告

本公佈已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rainbowbrothers）。本公司之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
予本公司股東及刊載於上述網站。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衷心對上下員工為本集團全力以赴、鞠躬盡瘁致謝。此外，本人亦藉此感謝諸位股
東的鼎力支持。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許坤華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許坤華先生、吳志民先生及黃世明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卓明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張華強先生、艾秉禮先生及黃熾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