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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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恒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為七千二百四十萬港元（二零
一一年：三億八千二百一十萬港元），而毛利為九百六十萬港元（二零一一年：
五千一百二十萬港元）。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二千二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
二千二百九十萬港元），而每股基本虧損為4.94港仙（二零一一年：6.16港仙）。

於回顧期內，受歐元區債務危機的衝擊，以及美國經濟增長緩慢及不穩定所影
響，全球經濟復甦步伐呆滯。美國失業率仍然維持於高達8.2%之水平，消費者信
心低迷，普遍消費態度亦甚為審慎。同時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錄得自二零零八年
金融危機以來最大跌幅，導致中國大陸對服裝產品的需求亦以緩慢之速度收縮。
在經濟不景氣的環境下，加上印尼廠房於二零一一年末季關閉，使本集團營業
額較去年同期減少81.0%至七千二百四十萬港元。然而，本集團採取嚴格控制成
本措施，縱然面對中國大陸生產成本急劇上漲，但毛利率僅輕微減少至13.2%（二
零一一年：13.4%）。本集團毛利為九百六十萬港元（二零一一年：五千一百二十
萬港元）。

本集團因出售印尼空置貨倉及員工宿舍而錄得額外虧損九十萬港元，已計入其
他虧損 – 淨額內。透過連串精簡營運的措施，銷售開支對收益比率由3.5%下降至
2.1%，行政開支亦下跌47.4%至二千八百七十萬港元（二零一一年：五千四百五十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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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析

由於集團在二零一一年分別安排主要針對美國客戶的印尼廠房停止營運以及出
售萊索托廠房，導致美國分部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跌87.9%，佔總營業額
39.4%。市場競爭劇烈，加上消費需求轉弱，令本集團繼續面對來自美國客戶之
降價壓力。故此，美國分部錄得經調整經營虧損四百五十萬港元（二零一一年：
經調整經營溢利四百二十萬港元）。

在消費意欲疲弱下，外銷往歐元區和美國市場同告下跌，影響所及，世界經濟主
要增長因素放緩，中國大陸的經濟也見放緩，於二零一二年次季，國內生產總值
回落至7.6%。面對不景氣之市場環境，客戶對價格變得更緊張，因而令集團服裝
產品受到減價壓力，並導致中國大陸分部營業額減少59.5%，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47.4%。中國大陸分部之經調整經營虧損為三十萬港元（二零一一年：經調整經
營溢利四百八十萬港元）。

來自歐洲及加拿大之營業額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10.6%及0.2%，而該兩個分部
之相應經調整經營虧損總額為九十萬港元（二零一一年：經調整經營溢利五十萬
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秉持審慎之財務管理方法，得以繼續保持良好之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合共為一億五百六十萬港元（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億二千三百五十萬港元）。營運資金（即流動資產淨值）為
一億一千八百八十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億二千零四十萬港
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4.9（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貸款。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銀行貸款包括信託收據貸款達四百四十萬港元，而有期貸款則有三千
零八十萬港元。

資本開支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產生之資本開支總額為二十萬港元（二零一一年：一百五十
萬港元），主要用作添置及更換辦公室設備。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銷售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交易。本集團於中國大陸設有一個廠房，並
於香港、印尼及中國大陸設有辦事處，其經營開支主要以港元、印尼盾、人民幣
及部分以美元計算。本集團主要面對由銷售交易引致之美元匯率風險。

本集團將會密切監察美元之匯率波動情況，並於有需要時訂立遠期外匯合約以
減低匯率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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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政策

與現時行業慣例相符，本集團與已建立長遠穩定關係之客戶以記賬形式進行業
務交易。本集團定期審閱客戶之信貸狀況，並於有需要時調整彼等之信貸額。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產被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深信其業務之成功全憑僱員竭誠投入工作及具備專業技能，因此，本集
團為僱員提供和諧之工作環境。本集團給予僱員具價值之事業及提供不同培訓
課程。僱員薪酬福利乃根據現行市場慣例及按僱員之經驗與表現釐定。為吸引
及挽留高質素僱員，本集團亦按僱員之表現及本集團之業績向僱員授予酌情花
紅及購股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以下地區共僱用1,081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101名）全職僱員：

印尼 29
中國（大陸及香港） 1,052

總計 1,081

展望

展望未來，環球經濟前景在未來數年仍面臨大量不明朗因素，歐元區主權債務
危機延續及加深，美國市場疲弱不振，加上中國大陸近期經濟增長放緩，令環球
經濟復甦的速度亦不明朗。

歐元區內持續受主權債務危機拖累，至今仍未能解決，市場正密切留意希臘債
務改革進展以及對西班牙和意大利可能出台的拯救方案；鑑於經濟短期內難望
有明確復甦跡象，相信市場仍會受較謹慎的心態所主導，因而進一步打擊各層
面之消費、就業及投資。美國雖然已經推出兩輪量化寬鬆及扭曲操作措施，意圖
使長期利率回落，但國內生產總值仍由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2%，放緩至第二季
的1.5%，主要受消費開支下滑拖累。美國經濟復甦似乎已失卻動力，雖嘗試令失
業率由8.2%的高位回落，惜實際成效不彰。然而，由於二零一二年為總統選舉
年，市場普遍相信美國聯邦儲備局將推出措施確保美國經濟免受歐元區危機波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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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國及歐元區需求持續疲弱所影響，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跌至自二零零八年
環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低位，消費物價指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僅上升2.2%，
為兩年半以來的最低升幅；二零一二年次季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降至7.6%，低
於首季的8.1%和二零一一年第四季的8.9%。國家的經濟復甦情況尚未穩定，而內
需亦見減弱，為催谷經濟增長，中國人民銀行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和七月短時間
內連續兩次下調基準利率。預料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將推出進一步的財政及貨幣
政策，務求擴大內需，重構經濟，達致全年經濟增長7.5%的目標。

為應對有關挑戰，本集團將繼續精簡營運，引入措施提高生產力。本集團會重點
發展更穩健及蓬勃之中國大陸市場，把握發展業務的潛在商機，力求提升本集
團股東的回報。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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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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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3 72,433 382,058
銷貨成本 (62,845) (330,906)

毛利 9,588 51,152
其他虧損－淨額 4 (833) (7,170)
銷售開支 (1,501) (13,245)
行政開支 (28,673) (54,547)

經營虧損 5 (21,419) (23,810)
融資收入 197 254
融資成本 (435) (2,100)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 (109)

除所得稅前虧損 (21,657) (25,765)
所得稅抵免 6 – 657

期間虧損 (21,657) (25,108)

虧損由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2,019) (22,924)
非控制性權益 362 (2,184)

(21,657) (25,108)

期內由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虧損之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7 (4.94)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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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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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虧損 (21,657) (25,108)

其他全面收入
出售土地及樓宇時轉撥儲備至保留盈利，扣除稅項 4,640 206
匯兌差額 (810) 8,890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7,827) (16,012)

全面收入總額由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7,660) (13,784)
非控制性權益 (167) (2,228)

(17,827) (16,012)



– 7 –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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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86 123,524
土地使用權 15,756 15,725

118,442 139,249

流動資產
存貨 15,927 20,20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25,977 42,84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 26
應收所得稅 1,586 2,812
銀行存款 – 11,71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5,582 111,748

149,072 189,361

總資產 267,514 328,610

權益
由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資本及儲
備
股本 44,617 44,617
其他儲備 81,465 95,667
保留盈利 99,915 103,373

225,997  243,657
非控制性權益 – 167

總權益 225,997  243,824



– 8 –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195 15,86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30,322 33,767
銀行貸款 – 35,154

30,322 68,921

總負債 41,517 84,786

總權益及負債 267,514 328,610

流動資產淨值 118,750 120,44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7,192 25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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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編製。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就對會計政策運用、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的列報額有影
響的事宜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此等估算。

編製該等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時，由管理層對本集團在會計政策的應用及主要不明確數據的
估計所作出的重要判斷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作出的
相同。

2. 會計政策

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已於
該年度財務報表內詳述）一致。除應用與本集團經營有關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發行並於二
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實施之若干新準則、修訂及準則改進外，採用該等
新準則、修訂及準則改進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沒有重大影響。

中期期間之收入之稅項乃按將適用於預期全年損益總額之稅率預提。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成衣製造及貿易。於期內確認之收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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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銷售成衣產品 72,433 382,058

管理層根據經董事會審閱之報告（用以作出策略性決定）釐定營運分部。

本集團之管理層主要從地區層面考慮業務。業務可報告營運分部按本集團客戶所在地劃分，
確認為五大地區，包括美國、中國大陸、歐洲、加拿大及世界其他地區。

本集團之管理層根據經調整經營業績評估營運分部之表現。此評估基準包括營運分部業績，
但不包括企業行政開支、融資收入、融資成本、分佔聯營公司業績、稅項、屬資本性質或非
經常性質之重大收益或虧損（如減值）以及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產生之公允值收益╱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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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期內之分部資料分析如下：

 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地區分部

營業額 可報告分部之經調整經營業績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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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28,546 235,624 (4,508) 4,178

中國大陸 34,312 84,763 (307) 4,769

歐洲 7,681 24,001 (898) 440

加拿大 118 12,324 (38) 96

世界其他地區 1,776 25,346 (115) 59

72,433 382,058 (5,866) 9,542

期內經調整經營業績與期間虧損對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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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報告分部之經調整經營業績 (5,866) 9,542

其他虧損 – 淨額 (833) (7,170)

不能分攤之行政開支 (14,720) (26,182)

(21,419) (23,810)

融資收入 197 254

融資成本 (435) (2,100)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 (109)

除所得稅前虧損 (21,657) (25,765)

所得稅抵免 – 657

期間虧損 (21,657) (25,108)

分部損益之計量基準與上一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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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虧損 – 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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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淨值（虧損）╱收益：
槓桿式遠期外匯合約

– 尚未到期 – 112

– 已到期 (26) –

(26) 112

出售上市股本證券之收益 123 311

分類為持作待售資產之減值虧損 – (4,62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930) (2,970)

其他總虧損 – 淨額 (833) (7,170)

5.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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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權攤銷 180 15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083 1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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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抵免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產生估計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
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
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準備。海外溢利之所得稅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
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計入收入報表之所得稅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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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延所得稅抵免 – 657

所得稅開支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預期之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稅率之最佳估計確認。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
算。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無潛在攤薄性普通股，
故每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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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22,019) (22,924)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446,174 371,874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每股港仙） (4.94) (6.16)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20,831 32,54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146 10,307

25,977 42,849

本集團大部分銷售予客戶之款額均以記賬方式進行，信貸期介乎30至4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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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8,966 30,032
31–60日 1,593 2,264
61–90日 1 73
超過90日 271 173

20,831 32,542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6,594 16,54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728 17,218

30,322 33,767

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4,711 5,052
31–60日 6,006 5,027
61–90日 3,695 3,669
超過90日 2,182 2,801

16,594 16,549

10. 結算日後事件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本公司間接擁有95%的附屬公司PT Caterindo Garment Industri（「賣
方」）及PT Mallicop Indonesia（「買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賣方已有條件地同意出售及買
方有條件地同意購買一間位於印尼雅加達的廠房（賬面淨值約為12,595,000港元），總代價為
23,100,000,000印尼盾（相等於約18,922,000港元），已包括10%增值稅2,100,000,000印尼盾（相等
於約1,720,000港元）。

買方由Rusli Hendrawan先生及其聯繫人士100%擁有。Rusli Hendrawan先生為賣方之董事。
因此，買方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而根據上市規則，該交易構成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就
此，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刊發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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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
市證券。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忠發先生、邱永耀先生及張峰先生
共同組成。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生效至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企業管治守則（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之所有
守則條文，惟由於本公司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忠發先生因較早時約定之事務
而未能出席本公司在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而偏離企業
管治守則條文A.6.7條除外。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規定標準不低於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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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符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
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布 於「披 露 易」網 站(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carrywealth.com)上登載。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中期報
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及於上述網站上登載。

董事會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海楓先生（主席）、李勝光先生
（董事總經理）、黃旭新先生、鄧澤霖先生及肖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忠
發先生、邱永耀先生及張峰先生。

承董事會命 
恒富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海楓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