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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PRINT POWER GROUP LIMITED
中國威力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6828
新加坡股份代號：B3C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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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中國威力印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12年上半年」）
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2011年的比較數據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6 97,419 97,702
銷售成本 (86,460) (72,687)

毛利 10,959 25,015
其他收入 6 1,444 748
銷售及分銷成本 (5,439) (4,925)
行政開支 (13,044) (12,917)
其他經營開支 (1,875) (923)
融資成本 7 (853) (747)

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8 (8,808) 6,251
所得稅開支 9 – (1,0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8,808) 5,196

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換算的匯兌收益 1,585 1,72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經扣除稅項 1,585 1,72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223) 6,92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溢利的每股（虧損）╱盈利 11

　－基本（港仙） (5.53)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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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2年6月30日

2012年
6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和土地使用權 5,656 5,629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142,945 143,506
投資物業 12 19,119 –
其他非流動資產 556 601

168,276 149,736

流動資產
存貨 31,385 33,440
應收貿易賬款和其他應收賬款 13 61,668 89,672
即期稅項資產 1,021 3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731 46,300

137,805 169,74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和其他應付賬款 14 38,834 39,423
有擔保銀行借款 15 38,644 63,270
融資租賃承擔 16 935 2,024
即期稅項負債 949 1,110

79,362 105,827

流動資產淨額 58,443 63,92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6,719 213,65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442 3,442

3,442 3,442

淨資產 223,277 210,2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7 95,815 83,715
儲備 127,462 126,501

總權益 223,277 2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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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是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辦公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本公司的股份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雙重第一上市。

本公司的主營業務是投資控股。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印刷業務、紙張和皮革產品
銷售。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主營業務性質並無重大變動。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包括香港）開展業務。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為China Print Power Limited，該公司為
一家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列。除非另有說明，所有數值均
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千港元（「千港元」）。

2. 編製基準

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
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
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須與本
集團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
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若干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的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委員會頒佈的新訂或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有
關準則與本集團於2011年1月1日開始的年度期間財務報表相關並且有效。採納新訂或經修
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所編製及呈報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
響。

於本公告授權當日，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若干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

本公司董事預期，所有公告將會於公告生效日期後開始的首個期間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中
採用。

4. 營運的季節性因素

我們的印刷服務及整體印刷業中存在季節性波動。每年下半年一般需求量比較大，客戶通
常會下達更多訂單，以滿足彼等在聖誕節及新年期間的銷售需求。

季節性波動可能對我們河源工廠生產設施的生產成本及整體利用率帶來不利影響。我們上
半年度的中期業績可能無法反映整個財政年度的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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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報告

本集團已確定以下須報告分部：

－ 書籍產品－提供從印前到印刷到修整╱裝訂的全套服務；及

－ 專用產品－生產訂製及增值印刷產品。

因各產品線需要的資源和營銷方法各不相同，故各有關營運分部為單獨管理。截至2012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呈報分部業績所使用的計量政策並無任何變動。

下文的分部收益指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截至2012年及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概無分
部間銷售。截至2012年及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收益及業績及於2012年6月30日
及2011年12月31日的分部資產如下：

分部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分部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分部資產
於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2012年 2011年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書籍產品 58,767 60,152 6,026 13,913 104,719 134,053
專用產品 38,652 37,550 4,933 11,102 31,357 36,387

分部合計 97,419 97,702 10,959 25,015 136,076 170,440

本集團營運分部業績提呈的合計數據與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中載述的所得稅前（虧損）╱
溢利對賬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報告分部溢利 10,959 25,015
未分配企業收入 1,444 748
未分配企業開支 (20,358) (18,765)
融資成本 (853) (747)

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8,808) 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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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即本集團營業額）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貨物銷售 97,419 97,702

其他收入
並非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25 6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撥回 – 226
雜項收入 1,419 516

1,444 748

7.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費用：
　－須於要求時或5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 800 188
　－融資租賃承擔財務費用 53 559

並非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的利息開支 853 747

8. 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得稅前（虧損）╱溢利乃於扣除╱（計入）
　下列各項後達致：
　租賃土地和土地使用權攤銷 66 5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373 5,894
　投資物業折舊 161 –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撥回 – (22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的淨虧損 382 127
 經營租賃費用：
  －房屋 198 198
  －汽車 168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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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由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因此本期間並無於財務報
表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香港利得稅乃以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估計應課稅溢
利按16.5%稅率作出撥備，而境外利得稅則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如有）按本集團營運
所在國家的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1,055
其他地方 – –

所得稅開支合計 – 1,055

依據香港稅務局發佈的《稅務局釋義及執行指引》第21號，威力印刷有限公司作為本公司
的全資附屬公司，在中國擁有生產設施。就香港報稅目的而言，該公司有權扣減其50%的
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50%估計應課稅溢利應繳納香港利得稅。威力印刷有限公司自其
獲得應課稅溢利時起已按上述所得稅政策提交其納稅申報表。至此，香港稅務局並未對此
等納稅申報表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支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無）。

11.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8,808,000港元（截至2011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溢利約5,196,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59,341,241股（截至
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22,209,373股）計算。

截至2012年及2011年6月30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未予呈列，原因是並無潛在
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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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以成本約22,908,000港元（截至2011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約10,391,000港元）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賬面淨值分別約409,000港元（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27,000港元）及19,280,000
港元（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內出售並轉計為投資物業。

13. 應收貿易賬款和其他應收賬款

2012年6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59,286 87,628
減：減值虧損撥備 (3,459) (3,459)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55,827 84,169
按金、預付款項和其他應收賬款 5,841 5,503

61,668 89,672

本集團授予其貿易客戶的信貸期通常為30至120天。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貿易賬款（扣除
減值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6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90天 44,490 53,474
91－120天 4,464 12,805
121－180天 3,145 13,977
181－365天 2,865 2,918
超過365天 863 995

55,827 8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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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貿易賬款和其他應付賬款

2012年6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24,504 21,95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3,926 12,687
應付建造費用 – 4,743
已收貿易按金 404 39

38,834 39,423

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6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90天 17,869 13,280
91－180天 5,753 8,274
181－365天 797 371
超過365天 85 29

24,504 21,954

15. 有擔保銀行借款

本集團的銀行借款以浮動利率計息，並以港元計值。基於貸款協議所載既定還款日期，本
集團銀行借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2012年6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以內 19,421 39,147
第二年內 9,801 9,801
第三年至第五年 9,422 14,322

38,644 63,270

本集團銀行貸款協議條款規定，銀行有權全權決定隨時要求立即還款，而不論本集團是否
符合既定還款義務。因此，須於一年後償還的款項被劃分為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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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融資租賃承擔

本集團的融資租賃承擔以浮動利率計息，並以港元計值。基於租賃協議所載既定還款日
期，本集團的融資租賃承擔須於一年以內償還。

融資租賃負債以相關資產擔保，倘本集團拖欠還款，出租人有權收回相關資產。

17. 股本

2012年 2011年
股份數目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55港元的普通股 909,090,909 500,000 909,090,909 5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1月1日 152,209,373 83,715 122,209,373 67,215
　發行普通股 22,000,000 12,100 30,000,000 16,500

　於2012年6月30日╱
　　於2011年12月31日 174,209,373 95,815 152,209,373 83,715

18. 承擔

資本承擔

2012年6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下列項目已簽約但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504 10,783
　－無形資產 662 662

23,166 1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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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租賃承擔

於報告日期，本集團根據有關土地及樓宇的不可撤消的經營租賃於未來支付的最低租金付款
總額如下：

2012年6月30日 2011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以內 435 231
第二年至第五年 474 –

909 231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租賃其辦公室物業。租賃初步為期兩年，於本集團與業主雙方協議的
到期日可選擇續租及再協商條款。租賃並無包括或有租金。

19. 關聯方交易

除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其他地方所披露之交易或資料外，本集團與關聯方於期內
有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主要管理人員：
短期僱員福利 3,375 2,881
離任後福利 48 36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3,423 2,917

本公司若干董事擁有控股權益的一家公司：
租賃費用 168 168

20. 資產質押

於2012年6月30日，應收貿易賬款5,207,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5,310,000港元）已用
作抵押以擔保本集團已動用的銀行借款。.

除上所述外，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融資租賃承擔（附註16）由賬面淨值為
6,787,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7,338,000港元）的廠房及機器作抵押。

21. 報告期後重大事項

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後，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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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書籍印刷及製造高品質專用產品，例如兒童立體圖書、硬板書及
皮革及織物封面日記簿等，生產廠房設置於中國廣東省河源市。本集團提供包括
印前、印刷至修正或裝訂的一整套綜合服務，並具備揉合特有印刷技術及皮革製
造技術為客戶生產高附加值的複合產品的技能。

作為領先的書籍及專用產品印刷集團之一，本集團客戶市場遍及歐洲、北美洲及
亞洲。期內，在眾多國內外不利因素的影響下，本集團盈利能力受到嚴峻挑戰。
與其他建基於中國的製造商一樣，本集團在人民幣升值、國內高通脹、結構性勞
工短缺以及工資及租金不斷上漲等壓力下，生產成本明顯增加，同時，鑒於歐洲
債務危機及美國疲弱的經濟環境，令經濟形勢仍然不明朗，期內客戶訂單更趨謹
慎。

綜合上述因素，本集團期內收益微跌至約97.4百萬港元（2011年上半年：約97.7
百萬港元），因為集團業務屬勞動密集型產業，毛利率受壓，由2011年上半年約
25.6%下跌至2012年上半年約11.2%。儘管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積極拓展收入來
源，並租出兩幢四層高的工廠工場其中一幢，獲得租金收益0.3百萬港元，但本
集團仍然錄得期內股東應佔虧損約8.8百萬港元（2011年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約
5.2百萬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為5.53港仙（2011年上半年：每股基本盈利為4.25港
仙）。

書籍產品分部

在數碼印刷行業興起以及電子書愈見普及的衝擊下，傳統印刷行業正面臨嚴峻
挑戰。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書籍產品分部仍為本集團的主要收入來
源，錄得營業額月約58.8百萬港元（2011年上半年：約60.2百萬港元）。於回顧期
間，書籍產品分部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60.3%（2011年上半年：約61.6%）。

專用產品分部

為在多變的印刷行業內保持競爭力，從而提升其盈利能力，本集團視專用產品
分部為一重要的業務支部，為本集團帶來長遠而穩定的收益。於截至2012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此分部營業額為約38.7百萬港元（2011年上半年：約37.6百萬港
元）。專用產品分部的收益增加，反映回顧期間市場對兒童立體圖書、觸感圖書及
硬板書等產品的需求不斷遞增。期內，專用產品分部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39.7%
（2011年上半年：約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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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收益

收益由截至2011年6月30止六個月（「2011年上半年」）的約97.7百萬港元輕微下降
約0.3%至2012年6月30止六個月（「2012年上半年」）的約97.4百萬港元。

毛利率

整體毛利率由2011年上半年的約25.6%下降至2012年上半年的約11.2%，主要由於
勞工成本及材料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2011年上半年的約0.7百萬港元增加約93.0%至2012年上半年的約1.4百
萬港元。該增長主要由於出售廢料所得款項約0.5百萬港元及租賃兩幢四層高的工
廠工場其中一幢所得的租金收入0.3百萬港元所致。

經營開支

(a)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2011年上半年的約4.9百萬港元增加約10.4%至2012年上半
年的約5.4百萬港元。這主要由於運輸和貨運費用增長約0.2百萬港元及向銷售
代理支付傭金約0.3百萬港元所致。

(b)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2011年上半年的約12.9百萬港元略微增加約1.0%至2012年上半年
的約13.0百萬港元。

(c)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由2011年上半年的約0.9百萬港元增加約103.1%至2012年上半年
的約1.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i)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雙重上市後諮詢費
用增加約0.8百萬港元，及(ii)出售廠房及設備淨虧損增加約0.3百萬港元，由
銀行收費減少約0.1百萬港元抵銷所致。



14

(d)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2011年上半年的約0.7百萬港元增加約14.2%至2012年上半年的約
0.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使用票據融資增加所致。

(e)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2012年上半年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其並未計提香港利得
稅。2011年上半年已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得出香港利得稅約1.1百
萬港元。

有鑒於上文所述，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為8.8百萬港元。於2011年上半
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5.2百萬港元。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資產

於2012年6月30日，非流動資產約168.3百萬港元，佔我們總資產約55.0%，較於
2011年12月31日的約149.7百萬港元增加約18.6百萬港元。這主要是由於建設河源
兩幢四層高的工廠工場（其中一幢已於隨後於期內租出）所致。

於2012年6月30日，流動資產約137.8百萬港元，主要包括以下各項：

(a) 存貨約31.4百萬港元，較2011年12月31日的33.4百萬港元減少約2.0百萬港
元。期內並無重大變動；

(b) 應收貿易賬款和其他應收賬款約61.7百萬港元，較2011年12月31日的約89.7
百萬港元減少約28.0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更好的債務管理所致；

(c) 即期稅項資產約1.0百萬港元；較2011年12月31日的約0.3百萬港元增加約0.7
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期內預付的稅項所致；及

(d)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43.7百萬港元，較2011年12月31日的約46.3百萬港元減
少約2.6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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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於2012年6月30日，我們的流動負債約79.4百萬港元，主要包括以下各項：

(a) 應付貿易賬款和其他應付賬款約38.8百萬港元，較2011年12月31日的約39.4
百萬港元減少約0.6百萬港元。期內並無重大變動；

(b) 銀行借款約38.6百萬港元，較2011年12月31日的約63.3百萬港元減少約24.7百
萬港元。這主要由於償還銀行借款約8.4百萬港元及信託收據貸款減少約16.2
百萬港元所致；及

(c) 融資租賃承擔約0.9百萬港元，較2011年12月31日的約2.0百萬港元減少約1.1
百萬港元。

權益

於2012年6月30日，總權益約為223.3百萬港元，而於2011年12月31日則為約210.2
百萬港元。增加約13.1百萬港元乃由於發行普通股所得款項淨額約20.3百萬港
元，及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換算的匯兌收益約1.6百萬港元，由2012年上半年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虧損約8.8百萬港元抵銷所致。

未來發展及前景

回顧2012年上半年，人民幣升值、中國勞動力短缺以及工資水平上漲等種種挑戰
持續，中國印刷行業顯得壓力重重。

加上現時歐美的債務及財務狀況不明朗，本集團預期2012年下半年的營商環境將
繼續充滿挑戰。有見目前印刷行業的競爭日趨激烈，本集團將持審慎態度應對。
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強化成本控制及提高管理效率，以保持市場競爭力。

本集團亦將繼續於不同市場就現有產品發掘新商機，務求透過提升市場推廣力度
而發展多元化的優質客戶基礎。與此同時，本集團亦將審慎尋求可行且可提高股
東價值的投資與收購機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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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整個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2012年新加坡企業
管治守則中所列的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董事會經向所有董事作
出特定查詢後確認，所有董事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
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的刊發

本中期業績公告現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新交所網站(www.sgx.com)
及本公司網站(www.powerprinting.com.hk)刊發。本公司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並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上
載於上述網站，以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威力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施春利

香港，2012年8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施春利先生、陳偉明先生、關永衡先生、 
林錫健先生及鍾愛玲小姐，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汕鍇先生、黃彪先生、廖廣志
先生及黃飛達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