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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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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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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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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僅供参考
營業額 � 170,658  ���,���  ���,���
銷售成本  (139,570 ) (��0,��� ) (���,��0 )      

毛利  31,088  ��,���  ��,���
其他收入  469  ���  �0�
經營開支  (24,340 ) (�0,��� ) (��,��� )      

經營溢利  7,217  ��,�00  �,���
融資成本  (356 ) (��� ) (��� )      

除稅前溢利 � 6,861  ��,���  �,���
所得稅 � (854 ) (�,��� ) (��� )      

期內溢利  6,007  �0,�0�  �,��0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93  –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已扣稅）  93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100  �0,�0�  �,��0      

股息 � –  �,000    

每股盈利－基本 � 3.0港仙  �.�港仙    
* 僅供識別



- �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僅供参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10,125  �0,���  ��,0��
商譽  35,375  ��,���  ��,���
聯營公司權益  12,000  –  –      

  57,500  ��,���  ��,���      

流動資產
存貨  16,630  ��,�0�  ��,���
應收貿易賬款  31,088  ��,�0�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23,216  ��,�0�  ��,���
可收回稅項  2,639  �0  �,���
現金及銀行結存  29,436  �0,���  ��,��0      

  103,009  ��,���  ��0,0��      

資產合計  160,509  ���,���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000  �0,000  �0,000
儲備  90,365  ��,���  ��,���      

  110,365  �0�,���  ���,���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445  ���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6,840  ��,���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1,902  ��,���  �,���
銀行借貸－有抵押  20,957  �,000  ��,���      

  49,699  ��,���  ��,���      

權益及負債合計  160,509  ���,���  ���,���      

流動資產淨值  53,310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0,810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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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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主要為一元店業務經營商，負責創製及
供應派對和喜慶節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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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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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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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
生效之修訂本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規定營運分類資料應根據與內部呈報相同之方式披露。根據此項規
定，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僅有一個業務分類足以作出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改）財務報表之呈列

經修改之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對賬目之呈列提出多項改變，包括規定有關換算海外業務時產
生之匯兌差額須於全面收益表中呈列。

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修訂本及詮釋已經生效及並無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構成任何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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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改）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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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 投資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股份形式之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有關金融工具之改進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築協議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淨投資對沖
 －詮釋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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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改）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轉讓客戶資產�

 －詮釋第��號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對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收取之轉讓客戶資產有效

4. 營業額

營業額主要指已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扣除銷售退貨。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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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9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3,388  ��,���
減記存貨 –  �0�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 670  ���
利息收入 (24 ) (� )
   



- � -

6. 所得稅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854  �,���
 －遞延稅項 –  (�� )   

 854  �,���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中期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計提
撥備。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九月三
十日：�.�港仙）。

8. 每股盈利

本中期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綜合溢利約�.0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0.�百萬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00,000,000股（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00,000,000股）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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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動用約�.�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
日：�.�百萬港元）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為一元店業務經營商，負責創製及供應派對和喜慶節日用品。董事認為僅有一
個業務分類足以作出披露。其他業務分類包括購物商場發展項目及有關財富管理財務策劃
服務之業務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仍處於成立階段，期內並無產生任何重大之溢利及虧
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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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所有數字均為約數）

(A) 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本集團之財政年度結算日已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出此項更改
後，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涵蓋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之六個月期間（「本半年度」），有別於涵蓋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
十日（「上半年度」）之上一份中期財務報表。收益表項目呈列為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有歷史比較數字，而財務狀況表項目呈列為於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所有歷史比較數字。

(B) 業務回顧

對本集團來說，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是一個改變的時期。在此之前，我們一直是一元
店業務經營商，負責採購派對和喜慶節日用品。於本半年度，本集團把業務作多元
化發展。於二零零九年一月，我們投資��.0百萬港元以擁有中國遼寧購物商場發展
項目的�0%股權。於二零零九年三月，我們耗資�.0百萬港元以收購有關財富管理財
務策劃服務的業務。於二零零九年六月，我們自行開展有關於中國深圳設立概念酒
店的項目。

回想二零零八年年底經歷金融海嘯之時，我們曾報告會作出未來發展計劃。上述發
展項目都是我們從所有物色的候選項目中精挑細選出來。

在我們作為一元店業務經營商，負責採購派對和喜慶節日用品的核心業務範疇上，
雖然二零零八年爆發金融海嘯之後，外國營商環境相當嚴峻，但我們於二零零九年
上半年繼續保持眾多現有客戶的銷售額。對於某些客戶面臨財困，我們迅速決策，
定出收緊信貸或減少向財困客戶銷售的方案，務求盡量降低可能承受的損失。

(C) 財務回顧

於本半年度，本集團的營業額為��0.�百萬港元，較上半年度的���.�百萬港元減少
��.�%。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季節性因素所致，原因是比較數字已計入一年之中
的付運高峰期七月至九月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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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半年度的毛利為��.�百萬港元，較上半年度的��.�百萬港元下跌�.0%。以毛利率
計，本半年度的數字為��.�%，較上半年度的��.�%上升�.�%。毛利下跌主要由於
營業額顯著放緩所致。毛利率得到改善，是我們加緊監控日常營運所得邊際利潤，
再加上原材料價格下調的雙重成果。本半年度的純利為�.0百萬港元，較上半年度的
�0.�百萬港元減少��.�%。純利率由上半年度的�.�%下降至本半年度的�.�%，主要
由於開拓及設立新業務產生額外的營運開支所致。

本半年度的經營開支為��.�百萬港元，較上半年度的�0.�百萬港元增加��.�%，主要
原因是設立新業務涉及額外的員工成本及租金開支。

(D)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產淨值為��.�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百萬港元）。按流動資產�0�.0百萬港元及流動負債��.�百萬港元計算，本
集團的流動比率為�.�（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之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總額除以總資產）為��.�%（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0.�%）。總括而言，由於七月、八月及九月為付運高峰期，故本集團於六月份
及十二月份的流動比率及資本負債比率數字有所差別。經考慮季節性因素後，我們
相信，此等比率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依然處於非常穩健的狀況。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為��.�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0.�百萬港元），銀行借貸總額為��.0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0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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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不同集團公司所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本集團依然沒有結構性投資產品、外匯合約及上市股份、債券及債權證投資。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訂有寫字樓經營租約，租約承擔為��.�百萬港
元，有效期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百萬港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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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為��.�百萬港元，較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百萬港元減少��.�%。未收回餘額中約��.�%的賬齡僅為�0日
之內。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加倍致力於收回應收貿易賬款，而付出努力的成果可
從該數字中反映出來。



- � -

(E)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名（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名）僱
員。本半年度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百萬港元（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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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九
月三十日：�.�港仙）。

(G) 前景

誠如二零零八年度年報所述，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開始的財務狀況非常穩健。二零
零九年將為本集團把旗下業務作多元化發展的一年。股權持有人應該知道，本集團
正由一間純粹經營一美元產品貿易的出口商轉型為從事多元化業務的企業。於二零
零九年年底前，我們除了經營現有的一美元產品業務外，還銳意在香港設立財富管
理服務的業務、在深圳設立概念酒店業務及在遼寧展開購物商場發展項目。此後，
我們計劃擴大財富管理業務環節所涉及的金融市場業務範疇，並會物色其他可行的
多元化商機。

我們預期，這些新業務在某些獨立範疇上或於某些特別時期，可能會因商業決策欠
佳或缺乏運氣而受挫或導致業績未如理想，所以我們會做好準備克服所有難關。然
而，我們對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及以後的整體進程及業績仍然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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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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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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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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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兩名執行董事黃世明先生及黃達東先生。於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行政委員會已討論本集團之業務策略、融
資安排及其他日常業務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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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非執行董事陳卓明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亦已討論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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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職責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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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非執行董事陳卓明先生。薪酬委員會已於本中期報告中
檢討有關薪酬事宜。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薪酬委員會亦已討
論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及員工之年度薪金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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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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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二零零九年中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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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許坤華先生、吳志民先生、 
黃世明先生及黃達東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陳卓明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分別為張華強先生、艾秉禮先生及黃熾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