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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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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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0）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財務摘要

‧ 營業額增加16%至1,870,000,000港元

‧ 毛利減少0.7%至566,000,000港元

‧ 毛利率由35.3%下跌至30.3%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從297,000,000港元下跌32%至203,000,000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相關溢利（撇除以股份支付之僱員酬金福利20,000,000港
元）自297,000,000港元下降25%至223,000,000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從32.2港仙下跌32%至22.0港仙

‧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8.8港仙

‧ 宣派特別股息每股108港仙

業績

澳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澳科控股」）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
告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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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869,818 1,614,659
銷售成本 (1,303,444) (1,044,309)

毛利 566,374 570,350
其他收入 20,038 18,201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0,724) (75,905)
行政開支 (124,421) (99,100)
其他經營開支 (7,072) (311)
融資成本 (16,105) (12,21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9,120 35,634

稅前溢利 3 347,210 436,651

所得稅開支 4 (125,075) (123,873)

本期間溢利 222,135 312,778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02,935 296,953
　－非控制性權益 19,200 15,825

222,135 312,778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5a 22.0 32.2
　－攤薄（港仙） 5b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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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222,135 312,778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外地業務之匯兌差額 (54,345) 61,85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已扣除稅項） (54,345) 61,85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67,790 374,634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50,452 355,018
　－非控制性權益 17,338 19,616

167,790 37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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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86,031 623,019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 22,258 22,812
商譽 2,604,965 2,627,42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71,974 145,763
應收貸款 281,742 301,719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1,686 1,701
其他資產 128,013 91,223

3,796,669 3,813,659

流動資產
存貨 378,399 416,10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753,242 568,932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 721 727
預付款項及按金 42,241 46,811
銀行及現金結餘 1,578,616 1,715,341

2,753,219 2,747,912

資產總額 6,549,888 6,561,571

權益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231 9,231
儲備 4,416,004 4,345,02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425,235 4,354,253
非控制性權益 208,172 190,834

權益總額 4,633,407 4,545,08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447,365 769,260
遞延稅項負債 84,758 68,283

532,123 837,54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974,454 912,897
本期稅項負債 56,231 48,714
銀行借款之流動部份 353,673 217,330

1,384,358 1,178,941

負債總額 1,916,481 2,016,484

權益及負債總額 6,549,888 6,561,571

流動資產淨值 1,368,861 1,568,97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5,165,530 5,38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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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規定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
斷、估計及假設影響政策之應用，以及按本期間截至報告日期為止基準呈列之資產及負
債、收入及開支之報告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差異。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解釋附註摘要。該等附註包括對理解本集團自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變動及表現有重大
影響之事件及交易之說明。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詞共同地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編製
之完整財務報表之全部必需資料。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與二零一一年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將於所有有關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生
效日期後開始之首個期間將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納入本集團之會計政策。

2.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從事卷煙包裝印刷。

3. 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3,665) (6,059)
董事酬金（不包括以股份支持之僱員酬金福利） 7,657 4,995
董事酬金－以股份支付之僱員酬金福利 18,464 –
銷售存貨成本 1,303,444 1,044,309
折舊及攤銷 41,223 45,36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44 208
撇減存貨 170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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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即期 97,766 96,321
　－上年度撥備不足 128 1,114
預扣稅項 28,233 27,416
其他遞延稅項 (1,052) (978)

125,075 123,873

由於本集團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所得稅乃根據中國有關所得稅法律和法規按法定所得稅稅率計
提撥備。

5.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未

經審核溢利202,93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296,953,000港元）及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923,147,000股（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923,147,000股普通股）計算。

(b)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均無
任何潛在攤薄性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6. 股息
(a) 中期期間應佔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8.8港仙
　（二零一一年：12.9港仙） 81,237 119,086

宣派特別股息每股108港仙
　（二零一一年：無） 996,999 –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尚
未確認為負債。

(b) 上個財政年度應佔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批准但尚未於隨後中期期間派付之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10.8港仙（二零一一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每股11.4港仙） 99,700 10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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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賒帳期一般介乎一至三個月。本集團致力持續嚴格控制未償還應
收款項。高級管理層定期審查過期結餘。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之帳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356,160 250,094
31至90日 108,555 126,209
超過90日 73,399 17,639

貿易應收款項 538,114 393,942
應收票據 91,497 55,772
其他應收款項－一間聯營公司 55,068 55,541
其他應收款項－其他 68,563 63,677

753,242 568,932

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206,515 207,577
31至90日 191,296 179,657
超過90日 19,685 11,821

貿易應付款項 417,496 399,055
其他長期應付款項之流動部份 121,334 235,082
其他應付款項 435,624 278,760

974,454 912,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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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澳科控股管理層欣然公佈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為回應國家煙草專賣局（「國家煙草專賣局」）最近積極推廣內部競爭、提升透明
度及工作流程規格化，若干卷煙集團較之前更積極應用招標系統。如前期報告所
述，卷煙集團作出的相關反應令競爭日益激烈，致使本集團的產品價格及利潤受
壓。雖然如此，本集團仍得以擴大銷量，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16%。然而，在
報告期間實施招標價格（去年同期則僅局部實施招標價格），導致毛利率下降5個
百分點。此外，本集團為增加自然增長以減輕售價下跌的衝擊，導致營銷支出增
加。故此，本集團擁有人應佔溢利與去年同期比較下跌32%。

我們預計競爭對手將更積極採用招標策略以贏取市場份額，令我們的產品價格及
利潤持續受壓。有見及此，我們預計會投放更多資源及人力，以助擴大銷量及市
場份額。為了贏取市場份額而作出上述舉措，利潤率或會無可避免地於短期內下
跌。

面對如此嚴峻情況，本集團必須增加銷量以彌補利潤下跌，同時須充分利用現有
產能以提高生產力。此外，本集團將於本年度添置兩台先進印刷機器，明年初再
添置一台。新的投資項目預計可提升現有產能逾20%，並透過降低損耗從而提高
生產效率。

國家煙草專賣局的現任領導人將於今年年底前替換，卷煙包裝工業之整合方向尚
未明朗，仍未知道新領導人會否沿用同一政策。在此情況下，本公司現階段將會
擱置收購計劃。有見及此，董事會認為向股東退還剩餘現金比較適合。故此，除
派付一般中期股息每股0.088港元之外，董事會亦建議宣派特別股息每股1.08港
元。向股東退還剩餘現金不僅可通過減少資本加權平均成本以收優化本集團資本
結構之效，同時亦可提高本集團的股權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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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營業額穩步增長，由1,615,000,000港元增加16%至1,870,000,000
港元，營業額增加乃因本集團不斷努力，以自然方式增加銷量和擴大市場份額。

毛利

於報告期間，整體毛利率為30.3%，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35.3%下跌5個百分
點。毛利率下跌主要由於為贏取招標系統的訂單而壓抑平均售價所致。毛利金額
由570,000,000港元輕微下跌至566,000,000港元。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上升乃主要由於在重估以正在升值之港元計值之借款匯兌正在貶值
之人民幣（本公司之功能貨幣）時於報告期間確認之匯兌虧損所致。

經營成本

經營成本（包括行政開支、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其他經營開支）由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的175,000,000港元增加77,000,000港元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252,000,000
港元。經營成本佔營業額百分比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11%上升至報告期間之
13%。經營成本增加主要由於擴大市場推廣網絡及分銷渠道產生銷售開支，使營
業額上升，而去年下半年向高級管理層授出購股權則增加了以股份支付的僱員酬
金福利。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12,000,000港元增加至報告期間之16,000,000港
元。融資成本增加主要由於未清償銀行借款平均結餘上升及借款利率普遍上揚所
致。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35,600,000港元下跌至報告期間之
29,100,000港元。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少主要由於招標導致南京廠房平均售價下
跌。

稅項

本集團之實際稅率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之28%上升8個百分點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
之36%，主要由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進行市場開發而產生的銷售開支不可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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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集團在報告期間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203,0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之297,000,000港元減少32%，主要由於若干卷煙集團積極招標導致毛利率下
跌及自然增長而錄得較大支出。

分部資料

於報告期間，絕大部份營業額來自卷煙包裝印刷。

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為6,550,000,000港元，總負債為
1,916,000,000港元，分別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減少12,000,000港元及
100,000,000港元。總資產及總負債減少乃主要由於償還部份銀行借款所致。

借款及銀行信貸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計息借款總額約801,000,000港元（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87,0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186,000,000港元。該項減
少主要乃因償還部份銀行借款所致。

全部計息借款均為無抵押、以港元計值及按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計息借款總額
之到期日列載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要求或於一年內 353,673 217,330
第二年 447,365 769,260

801,038 986,590

減：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款項
　（於流動負債項目列示） (353,673) (217,330)

十二個月後到期償還款項 447,365 769,26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承諾但未動用的銀行信貸額為100,00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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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資產淨值4,633,000,000港元，包括非流
動資產3,797,000,000港元（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586,000,000港元、預付租賃土
地款項22,000,000港元、商譽2,605,000,000港元、於聯營公司之權益172,000,000
港元、應收貸款282,000,000港元、可供銷售金融資產2,000,000港元及其他資產
128,00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1,368,000,000港元及非流動負債532,000,000港
元。

資產負債比率（以計息借款總額除以權益之百分比計算）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21.7%跌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17.3%。資產負債比率下跌主要由於二
零一二年上半年償還部份銀行借款所致。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銀行授出的銀行信貸而抵押予銀行之資
產（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作出已訂約但未撥備
之資本承擔為46,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000,000港元）。

營運資金

流動比率由去年年底之233%下降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199%，乃由於更多
長期銀行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外匯風險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之業務交易主要以人民幣計值。全部銀行借款則以港元計值。

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財資政策

本集團對財資及融資政策取態審慎，集中於風險管理及與本集團相關業務有直接
關係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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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政策及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聘用2,574名全職僱員。報告期間
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168,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41,000,000港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與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年報所披露
者一致。

前景

展望未來，由於國家煙草專賣局領導層換屆在即，我們預期中國的營商環境仍然
充滿變數。由於卷煙包裝行業之競爭日益激烈，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
毛利率將會繼續受壓。有見及此，本集團須進一步擴大產能，擴大銷售額以減輕
利潤下跌的影響。我們將可通過削減成本及提高生產效率等措施來舒緩負面衝擊。

面對變幻莫測的競爭環境，管理層必須調整成本結構與行業對手競爭，為未來成
長建立殷實基礎。此外，本集團將會依賴與中國煙草總公司（「中國煙草總公司」）
的穩定關係。為與客戶建立更緊密關係，我們亦將建立另一家研發中心，在新設
施開發更多新穎的包裝。

本集團的雙向增長策略將維持不變，當整合方向明朗化後，管理層會竭盡所能物
色增值收購。

董事會再次感謝股東及所有持份者的耐心等待，我們將致力為股東締造更豐碩回
報。

中期及特別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向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
公司股東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8.8港仙（二零
一一年：每股12.9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108港仙（二零一一年：無）。中期股息及
特別股息分別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或前後派
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

為確保股東可享有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本公司之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星期四）（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及登記手續。於此段期間內，本公司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戶或登記。
如欲符合享有報告期間中期股息及特別股息之資格，所有本公司之股份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股票及適當之過戶表格須不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五）下午
四時正前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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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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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在有關企業流程及體系規限下，本公司盡可能持續竭力維持最高標準之企業管
治，藉此提高透明度、問責性及保障股東權益，並鼓勵及激勵要員發揮所長及拓
展業務。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報告期間已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
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鄭基先生（審核委員會主
席）、歐陽天華先生及胡俊彥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
實務，並已與編製報告期間之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之高級管理
人員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項。審核委員會並無對本公司採納之會計處理方
式有任何異議。報告期間之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但應審核委員會之要求，本公
司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相關服務準則第4400號「接受委聘進
行有關財務資料的協定程序」進行若干協定程序。核數師進行之協定程序並不構
成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
則所指之受委聘進行核證，故核數師並不就本公司之中期業績作出任何保證。審
核委員會於審閱報告期間之中期業績時，已考慮上述「協定程序」之結果，有關業
績亦經由董事會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批准刊發。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報告期間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澳科控股有限公司
非執行主席
曾照傑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非執行主席曾照傑先生；執行董事陳世偉先生、 
吳世杰先生及葛蘇先生；非執行董事Jerzy Czubak先生及Ralf Klaus Wunderlich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基先生、歐陽天華先生及胡俊彥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