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團營業額增長百分之八至港幣十七億零七百萬元
經營溢利上升百分之二十七至港幣七千一百萬元
股東應佔溢利上升百分之四十六至港幣四千五百萬元
集團資產實力維持強勁，持有現金淨額港幣一億三千四百萬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三仙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2 1,706,692 1,573,062
銷售成本 (1,453,551) (1,364,340)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253,141 208,722

其他收入及收益 13,594 21,109
分銷成本 (46,160) (38,925)
行政及銷售支出 (142,916) (134,764)
其他支出 (7,112) (352)

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經營溢利 70,547 55,790

融資成本 3 (5,312) (4,670)
佔聯營公司虧損 (9,741) (6,291)

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 4 55,494 44,829

所得稅支出 5 (10,970) (12,391)

本期溢利本期溢利本期溢利本期溢利 44,524 32,438

應佔溢利應佔溢利應佔溢利應佔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5,124 30,986
非控制性權益 (600) 1,452

44,524 32,438

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 截至二

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之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0450045004500450))))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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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6

基本 5.0              3.4                

攤薄 5.0 3.4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7 27,236        18,157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本期溢利本期溢利本期溢利 44,524 32,438

/(/(/(/( ):):):):
-                  (326)

363 22,707
無形資產公平值變更 (800) 1,400

(162) (503)

/(/(/(/( )))) (599) 23,278          

43,925 55,716

/(/(/(/( )))) ::::
本公司擁有人 44,451        50,814          
非控制性權益 (526) 4,902            

43,925        55,716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28,966 1,366,117
土地使用權 107,620 109,215
無形資產 9,285 11,14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872 8,034
在建中物業 26,764 19,391
佔聯營公司權益 31,269 41,08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601 14,10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6,831 3,064

總非流動資產總非流動資產總非流動資產總非流動資產 1,529,208 1,572,14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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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645,829 711,398
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 8 929,994 647,95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0,687 62,467
衍生金融工具 834             25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906             5,024
可收回稅項 5,257          6,384
已抵押定期存款 45,531        17,32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6,175 763,625

總流動資產總流動資產總流動資產總流動資產 2,175,213 2,214,422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3,704,421 3,786,566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90,787 90,787
儲備 2,571,423 2,552,939
擬派發股息 27,236        18,157

2,689,446 2,661,883
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 146,008 142,064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2,835,454 2,803,947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借款 276,607 313,614
遞延所得稅負債 45,034 44,568

總非流動負債總非流動負債總非流動負債總非流動負債 321,641 358,182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及票據 9 191,416 223,909
即期所得稅負債 21,837 22,15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73,319 157,235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9,757 4,540            
借款 150,997 216,597

總流動負債總流動負債總流動負債總流動負債 547,326 624,437

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 868,967 982,619

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 3,704,421 3,786,566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627,887 1,589,98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157,095 3,16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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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準則編製基準及會計準則編製基準及會計準則編製基準及會計準則

(a)

 12 ( ) :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 

(b)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修訂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本集團正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現有準則對本集團未來期間的影響，到目前為

止總結採納以上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不會有重大影響。

本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並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 附錄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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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所編

製。本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除有部份資產按公平值列賬外均以歷史成本慣例編

制及應連同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下述者外，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致(該年度財

務報表內敍述)。

本期間收益之應計稅項乃以預計全年盈利適用之稅率計算。

下列為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之會計年度須強制遵守的現有準則修訂下列為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之會計年度須強制遵守的現有準則修訂下列為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之會計年度須強制遵守的現有準則修訂下列為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之會計年度須強制遵守的現有準則修訂。。。。採納該採納該採納該採納該

等現有準則修訂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等現有準則修訂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等現有準則修訂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等現有準則修訂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下列為已頒佈但於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之會計年度尚未生效及並未提早採納下列為已頒佈但於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之會計年度尚未生效及並未提早採納下列為已頒佈但於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之會計年度尚未生效及並未提早採納下列為已頒佈但於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之會計年度尚未生效及並未提早採納

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現有準則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現有準則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現有準則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現有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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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

(a) ;
(b) ;
(c) ;
(d) 

業務間之銷售乃按公平基準進行。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對外部客戶對外部客戶對外部客戶對外部客戶 各業務間各業務間各業務間各業務間

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 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1,023,885 726 1,024,611 42,058
372,654 10,045 382,699 4,452
145,368 54,194 199,562 17,056
164,785 231,616 396,401 11,659

抵銷 -                 (296,581) (296,581) 1,875

1,706,692 -              1,706,692 77,100

7,502
(14,055)

70,547
融資成本 (5,312)
佔聯營公司虧損 (9,741)
除所得稅前溢利 55,494
所得稅支出 (10,970)
本期溢利 44,524

管理委員會（即主要營運決策人）已根據管理委員會審閱之報表釐定業務分類，管理委員會

（包括執行主席、行政總裁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作策略決定及評估表現。

呈列經營業務分類與提供予營運決策人之內部報告貫徹一致。

管理層根據毛利減分銷成本、行政及銷售支出，以及分配至各業務之其他支出評估經營業務表

現。所提供的其他資料之計量與財務報表一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營業額分類營業額分類營業額分類營業額

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業務分類。本集團排列出四種業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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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業績
對外部客戶 各業務間

之營業額 之營業額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860,058 1,331 861,389 13,820
389,406 5,390 394,796 10,479
147,456 55,635 203,091 20,387
176,142 275,449 451,591 21,338

抵銷 -                 (337,805) (337,805) (893)

1,573,062 -              1,573,062 65,131

5,675
(15,016)

55,790
融資成本 (4,670)
佔聯營公司虧損 (6,291)
除所得稅前溢利 44,829
所得稅支出 (12,391)
本期溢利 32,438

3.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銀行借款之利息 5,312 4,670

4. 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除所得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經扣除或計入以下項目：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扣除-
折舊 56,698 54,953
土地使用權攤銷 1,591 1,581
無形資產攤銷 590 34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326 2,336
外匯虧損淨額 2,109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397,117 357,545
應收貿易賬項減值撥備/(撥回減值撥備) 3,038 (1,984)
存貨減值撥備淨值 875             13,836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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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計入-
銀行利息收入 6,472 4,39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279 278
不合對沖資格之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淨值 751 283
外匯收益淨額 -                  10,808

5. 所得稅支出所得稅支出所得稅支出所得稅支出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3,112 4,223
- 中國企業所得稅 4,049 6,292

本期稅項總額 7,161 10,515
3,809 1,876

所得稅支出 10,970 12,391

6.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45,124 30,986

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本身持有之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千位) 903,028 903,633

每股基本盈利( ) 5.0 3.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16.5%) 撥

備。海外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不包括本公司

購買之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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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45,124 30,986

已發行普通股(不包括本身持有之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千位) 904,685 906,472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5.0 3.4

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3仙(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港幣2仙) 27,236 18,157

8. 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947,368 662,734

(25,595) (23,025)

應收貿易賬項，淨值 921,773 639,709

8,221 8,241

929,994 647,950

每股攤薄盈利是假設所有可攤薄普通股全部被行使加以調整加權平均股數計算。本公司唯

一擁有之可攤薄普通股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回之股份。計算已包括根據將要授出之股份

價值以公平值（以本公司股份平均市價決定）決定可購買之股份數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條款大部分以信貸方式進行。有關賬項一般須於發出發票後三十至九十日

內繳付。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其未收取之應收款項，並有一套信貸控制政策以減低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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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88,573 242,701

210,698 185,672

138,637 67,440

183,865 143,896

921,773 639,709

9. 應付貿易賬項及票據應付貿易賬項及票據應付貿易賬項及票據應付貿易賬項及票據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項 174,519 196,506

應付票據 16,897        27,403

191,416 223,909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09,562 131,770

45,803 50,781

7,605 5,713

11,549 8,242

174,519 196,506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並扣除撥備）如下：

高級管理層已對逾期欠款進行定期審閱。基於上文所述者及事實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項及票

據乃與多名分散客戶有關，故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為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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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部門業績報告部門業績報告部門業績報告部門業績報告

書籍及包裝印刷書籍及包裝印刷書籍及包裝印刷書籍及包裝印刷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出口業務錄得雙位數增長，帶動集團的營業額上升百

分之八至港幣十七億零七百萬元。由於中國內地生產成本的升幅放緩，加上集團推行的多項自動

化及生產力提升措施發揮成效，令股東應佔溢利淨額上升百分之四十六至港幣四千五百萬元。

中國內銷市場為集團包裝業務帶來不同的挑戰。內地包裝印刷市場發展迅速而分散，並因產能持

續擴充，因此在需求急速增長下，價格競爭仍然激烈。經濟放緩加上來自書籍印刷商轉型加入競

爭，令包裝印刷業的經營環境更加艱難。

有見及此，集團已增聘銷售人員來推動消費包裝業務，並在中山和無錫廠房開闢無塵生產區域，

以配合包裝食品及個人護理業對衛生及品質標準更加嚴格的要求。儘管如此，消費包裝業務的上

半年營業額仍然下跌百分之四，至港幣三億七千三百萬元。

美國經濟的復甦步伐緩慢，加上歐元區經濟未見復甦跡象，故出口業的宏觀形勢仍然充滿挑戰。

零售商店逐漸減少和電子書的日益普及導致全球對印刷書刊的需求下滑，因而加快了出口印刷業

的整固速度，尤其在華南地區，有些公司已縮減規模或轉攻內銷包裝市場。

鴻興受惠於這個整固的趨勢，因為世界各地出版商在選擇印刷商作為合作夥伴時，均會考慮對方

的規模和聲譽。集團繼續致力於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使旗下最大業務部門─書籍及包裝印刷業

務的上半年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九，對集團作出的溢利貢獻，亦增長逾兩倍至港幣

四千二百萬元。集團的多元生產能力及增值服務，連同在品質、可靠度及合規方面的卓越往績，

是贏得客戶信任的關鍵因素。

同時，集團透過用於平版電腦和智能電話的專利電子書店應用程式BelugaBloo，提供電子書服

務。BelugaBloo為從事兒童圖書出版業的集團客戶提供一個將傳統書轉換為電子書、以及推廣銷

售的平台。這項新增服務有助集團深化與兒童圖書出版商的關係，從而加強印刷業務的發展。

面對外部眾多的不明朗因素，集團專注控制成本和提升效益，以維持競爭力。集團已作出重大投

資，重新設計廠房間隔和精簡生產流程。集團的自動化措施正發揮關鍵作用，而勞工密集度較高

的工序亦正逐步由深圳廠房移向鶴山廠房，以節省薪酬成本。於未來歲月，成本效益和理想的產

能使用率，將對提升盈利能力發揮最重要的動力。

集團的資產實力維持強勁，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淨現金達港幣一億三千四百萬元。由於集

團的現金流量強勁、財政狀況穩健，董事會宣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三仙。

鴻興製造用於玩具、化妝品及其他消費品的摺盒及包裝產品，在全球同業中佔有領導地位。集團

也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大型的傳統圖書及兒童新穎圖書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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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為港幣十億二千四百萬元，較去年的港幣八億六千萬元上升百分之十九
溢利貢獻為港幣四千二百萬元，較去年的港幣一千四百萬元上升百分之二百零四
邊際溢利貢獻由去年的百分之二上升至百分之四

業務回顧

消費產品包裝消費產品包裝消費產品包裝消費產品包裝

營業額為港幣三億七千三百萬元，較去年的港幣三億八千九百萬元下跌百分之四
溢利貢獻由去年的港幣一千萬元下跌至港幣四百萬元
邊際溢利貢獻為百分之一，而去年為百分之三

業務回顧

深圳及鶴山廠房獲得ISO 9001、ISO 14001、ICTI-COBP及FSC/PEFC認證。深圳廠房更成為亞洲首

家獲羅徹斯特理工學院（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RIT）頒發Printing Standards Audit
（PSAsm）認證的印刷企業，以表揚其於數據處理、打稿及印刷方面的嚴格標準。

集團遍布全球的客戶群包括一些世界最知名的玩具、化妝品、消費品製造商，以及具領導地位的

出版商。書籍及包裝印刷是集團最大的業務部門。

書籍及包裝印刷業務上半年業績如下：

在集團的出口市場，經濟復甦的步伐持續緩慢。此外，電子書日益普及，加上先進經濟體的零售

書架空間日漸縮減，均繼續影響書刊市場。這些發展趨勢加快了業內，尤其是華南出口印刷商的

整固步伐。作為區內規模最大、聲譽最隆的印刷商之一，鴻興受惠於整固的過程，上半年營業額

上升百分之十九至港幣十億零二千四百萬元。

集團在中國廣東省深圳及鶴山，以及香港的廠房生產摺盒、包裝產品、傳統書籍及兒童圖書。三

家廠房的生產用地共達二百五十萬平方呎，僱用員工超過九千名。

雖然商品及其他原材料的成本保持平穩，但華南地區的工資自去年底起上升了超過百分之十。為

應付不斷攀升的勞工成本，集團已加緊控制成本和檢討產品定價，尤其針對勞工密集的兒童新穎

圖書。為不斷提升生產力，集團引入更具效益的廠房間隔設計及生產流程，並繼續將人手密集的

工序由深圳廠房逐步遷往鶴山廠房。集團不斷擴大市場佔有率，加上強化成本管理，已令盈利能

力有所改善。

鴻興透過位於華南中山和上海附近無錫的廠房，為客戶提供優質的包裝方案。兩間廠房共聘用二

千名各具專長的員工，有利集團把握中國消費市場不斷增長所帶來的機遇。

消費產品包裝業務上半年業績如下：

內銷包裝市場規模龐大且高度分散。這個行業的增長相對較高，但亦經常面對產能持續擴充及價

格競爭激烈的問題。經濟放緩，加上部分書刊印刷商轉攻包裝業務，令競爭進一步加劇，導致消

費產品包裝業務於今年上半年的營業額和毛利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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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通紙箱瓦通紙箱瓦通紙箱瓦通紙箱

營業額為港幣一億四千五百萬元，較去年的港幣一億四千七百萬元下跌百分之一
溢利貢獻為港幣一千七百萬元，較去年的港幣二千萬元下跌百分之十六
邊際溢利貢獻由去年的百分之十下跌至百分之九

業務回顧

紙張貿易紙張貿易紙張貿易紙張貿易

營業額為港幣一億六千五百萬元，較去年的港幣一億七千六百萬元下跌百分之六
溢利貢獻為港幣一千二百萬元，較去年的港幣二千一百萬元下跌百分之四十五
邊際溢利貢獻由去年的百分之五，下跌至百分之三

我們對內銷包裝市場的長遠增長潛力保持樂觀。儘管競爭將會持續激烈，我們繼續看好未來數月

至農曆新年期間的業務前景。我們已著手加強本地銷售團隊，並於中山和無錫廠房增闢無塵生產

區域，而且獲得英國零售商協會（BRC）的認證，使廠房對包裝食品和個人護理業的客戶更具吸

引力。

鴻興經營具競爭力的瓦通紙箱製造業務，供應玩具、食品及飲料、電子產品及家庭用品製造業等

廣泛領域的公司客戶。

瓦通紙箱業務近百分之五十五的營業額是來自以香港為基地的出口商，餘下百分之四十五則來自

中國內地的客戶。此業務部門於深圳設廠生產，並於香港設有分銷中心。

瓦通紙箱業務上半年業績如下：

瓦通紙箱業務部門鄰近書籍及包裝印刷廠房，而且兩者在運作上也互相配合，書籍及包裝印刷業

務提供穩定的訂單，佔瓦通紙箱業務約百分之二十五的生意額。客戶和市場業務環節的重疊，亦

為這兩個業務部門締造銷售機會。

瓦通紙箱業務部門受到珠江三角洲出口活動放緩的影響。因此，我們已加強在內銷市場的拓銷活

動，有助部分抵銷出口下跌的影響。管理層亦採取多項措施加強生產流程和廠房間隔設計，以提

升效率。

鴻興是亞洲（除日本以外）最大的紙張貿易商之一。紙張貿易業務部門在深圳的倉庫管理完善，

可儲存逾六萬公噸紙張，因此可以具競爭力的價格，迅速向客戶供應各類紙張。

作為集團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紙張貿易部門亦發揮重要的策略作用，以極具競爭力的價格，

為集團的核心印刷及包裝業務部門提供穩定的紙張供應。

紙張貿易業務上半年業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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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聯營公司聯營公司聯營公司聯營公司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紙張貿易業務逾百分之八十的紙張是售予華南的出口製造商，餘下則供應中國內銷市場。於過去

半年的回顧期內，業務部門的營業額受珠江三角洲出口活動放緩和集團收緊信貸管理的影響。紙

價於上半年逐漸回落，加上需求減少，導致價格競爭加劇，削弱了業務部門的邊際溢利。

鴻興持有兩家聯營公司的股權：位於廣東省中山的聯合鴻興造紙業務（「聯合鴻興」）百分之十

七股權，及加怡興包裝材料貿易（上海）有限公司百分之四十股權。期內集團攤佔兩家聯營公司

的虧損額為港幣九百七十萬元。

聯合鴻興在中山廠房營運三條生產線，將廢紙加工成為瓦楞紙和箱紙板牛咭。紙張售予外界加工

廠及鴻興的瓦通紙箱業務部門。

加怡興包裝材料貿易（上海）有限公司是鴻興與在飲品行業內具領導地位的包裝方案供應商

Graphic Packaging International成立的合營企業（「合營企業」）。該合營企業以上海為基地，為

中國客戶提供多件裝飲品包裝產品。

集團的財政狀況繼續保持強勁。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集團持有淨現金（現金總額扣除銀行

貸款總額）為港幣一億三千四百萬元。

期內，集團為機器及設備投入港幣二千八百萬元，主要用以提升生產效益。集團為鶴山廠房訂購

了一台新的印刷機，預期可於二零一二年底前安裝。

集團的營運開支主要為人民幣，故集團持有的現金中，大部分均為人民幣。集團現金盈餘存於人

民幣定期存款，令回顧期內賺取的利息收入增至港幣六百五十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

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集團持有現金總額（包括已抵押定期存款）港幣五億六千二百萬元。

在持有的現金總額之中，百分之七十二為人民幣、百分之十六為港幣、百分之九為美元及百分之

三為歐元和英鎊。

期內，集團已償還銀行貸款港幣一億二千三百萬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集團的銀行貸款

總額為港幣四億二千八百萬元。根據與銀行簽訂的還款期，其中港幣一億五千一百萬元須於一年

內償還、港幣一億四千一百萬元須於一至兩年內償還，而港幣一億三千六百萬元須於二至五年內

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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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環境可持續發展環境可持續發展環境可持續發展環境可持續發展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本公司就給予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銀行及貿易融資向多間銀行作出

之擔保為港幣二十億零二百萬元。

本集團持有之若干樓宇、土地使用權及定期存款，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其賬面總淨值為港幣

一億四千萬元， 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取銀行融資。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在集團的銀行貸款總額中，百分之九十三為港幣、百分之四為美元及

百分之三為人民幣。在集團的貸款之中，百分之九十是向本港銀行借入，利率以本港銀行同業拆

息計算，或按有關銀行的資金成本加一個雙方協定的百分率計算，餘下百分之十是向中國內地的

銀行借入，利率與中國人民銀行的基本利率聯繫，或按有關銀行的資金成本加一個雙方協定的百

分率計算。

按總銀行貸款除以總權益計算，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百分之十五（二零一一年：百分之二十

二）。

僱員是集團最寶貴的資產，集團擁有一批高度熟練和專注的員工。集團為員工提供具競爭力的薪

酬和平等機會，並特別著重內部及外部培訓，使員工得以盡展所長。

集團安排所有工廠員工參加迎新培訓，以確保他們認識所享有的權利、集團的職業健康及安全政

策，以及工廠規例。集團的專責團隊更為各級員工提供各類培訓，藉以提高員工的生產力、管理

技巧、技術能力和職安健水平。

集團員工的職業健康及安全已有顯著改善，於報告期內的總事故率由去年的零點三八改善至零點

二七，相等於一百名僱員的公司每年事故零點二七宗。

集團繼續審慎管理員工的數目，以於易受季節性因素影響的營運環境中，維持最恰當的人手。於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集團僱用員工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九人，其中三百五十七人受僱於香港，

其餘一萬二千零九十二人在中國內地工作。

集團在環保方面的工作，已由個別項目的模式改為在廠房內設立環境改善小組的持續改進模式。

小組定期舉行會議，磋商由各級員工提出的環保意念，因而制訂更多環保措施，同時提升員工的

環保意識。

其中一項建議是更換鶴山廠房員工宿舍內的八百四十個舊水龍頭，改為新的節水模式，因此每年

節省了約二十五萬公升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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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空調壓縮機改為變頻式機，每年節省三萬八千度電力
- 以熱泵式熱水設備取代員工宿舍內的電熱水器，並與太陽能加熱板相配合，每年節省六

萬度電力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其他環境改善項目包括：

在適當情況下，集團亦已開始把工廠車間的高速高功率抽氣扇，更換成低速而高氣流量的款式，

每台抽氣扇因而節省百分之七十電力，而所產生的更高氣流量，則有助降低室內氣溫和改善空氣

質素。

同時，集團正致力擴展旗下產品及服務。集團憑藉大量熟練工人，正進軍零售點紙類推銷品業務

，最初只以出口市場為目標。集團亦正加強創新及設計能力，為國際及內地包裝客戶提供更廣泛

的服務。

集團服務海外出版商及高檔產品製造商多年，建立超卓的專長和聲譽，現正借助這些優勢，探索

中國化妝品包裝及書籍印刷市場，尤其是兒童新穎圖書的商機。

整體而言，集團憑藉強勁的資產實力、悠久的聲譽、卓越的專長及具競爭力的服務，將可繼續維

繫現有客戶和吸收新客户。集團繼續專注提升成本效益及營運效率，將得以維持強大的業務根基

，鞏固現有業務，並把握出口及中國內銷市場的新機遇。

為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量，集團大部分印刷機目前使用不含酒精的潤版液，使每月的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異丙醇）排放量減少超過一萬五千公斤。

集團繼續奉行綠色環保採購原則，增加採購來自可持續發展源頭的再造紙和紙張數目。於報告期

內，集團超過百分之四十五的紙張來自用後廢紙，而來自經認證可持續發展源頭的紙張比率（森

林管理委員會 FSC或森林認證體系認可計劃 PEFC），更由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九增至百分之二

十三。

展望未來，全球宏觀經濟的不明朗因素料將難以在短期內得到解決，當前業內的發展趨勢將繼續

為集團帶來各種機遇及挑戰。

我們相信，電子書將使整個出版市場逐漸擴大，而透過BelugaBloo，鴻興擁有良好條件與出版客

戶合作，為幼兒及兒童提供網上互動圖書。雖然部分類別的印刷書籍或會因電子書而減縮，但其

中表現最強勁的兩類書籍 精裝消閒書和兒童新穎圖書的需求料會保持穩定。集團亦會繼續受惠

於持續的行業整固及拓展新市場所帶來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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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1.

2.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董事會宣佈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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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及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守則條文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現時主席與

行政總裁之職務由任澤明先生擔任。董事會認為適宜由任先生同時擔任該兩個職位及符合本

公司之最佳利益。董事會相信其可有效監察及評估管理層以保障股東利益。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於中期業績所述之整段會計期間內均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除以下外：

守則條文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惟須重選。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

定任期委任。然而，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三分之一董事須每年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

退任，而輪席退任之董事為任職最長久之董事。本公司全體董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席退任一次

，而非執行董事之任期因而受到限制。

董事會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三仙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港幣二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派發予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保收取該項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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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標準守則證券交易標準守則證券交易標準守則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任澤明先生及宋志強先生﹔非執行董事Yoshitaka

Ozawa先生、Hiroyuki Kimura先生、Katsuaki Tanaka先生及任漢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天養先

生、陸觀豪先生及羅志雄先生組成。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本公司之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上市規則附錄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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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本公司之董事特別查詢後，各董事於中期業績所述之整

段會計期間內均遵守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業績及本集團所採納

的會計準則及實務以及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表事宜。該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

執行董事及一位非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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