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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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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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ONG MING INVESTMENTS LIMITED
（昌明投資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6）

二零一二╱一三年中期業績公佈

昌明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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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43,701 312,540
銷售成本  (180,984) (244,537)
   

毛利  62,717 68,003
其他經營收入 6 8,177 4,502
銷售及分銷成本  (6,190) (7,955)
行政開支  (48,597) (43,392)
其他經營開支  (1,433) (14,962)
   

經營業務溢利 5 14,674 6,196
財務費用 7 (335) (414)
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11 – (49)
   

未計所得稅前溢利  14,339 5,733
所得稅開支 8 (2,863) (1,430)
   

本期溢利  11,476 4,303
   

由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476 4,30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之
 每股盈利 10

基本  港幣1.80仙 港幣0.7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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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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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溢利  11,476 4,303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之財務報表時
 產生之匯兌收益  46 633

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入 11 – 93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於扣除稅項後  46 726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11,522 5,02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11,522 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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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與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3,729 169,826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  2,768 2,810
投資物業  86,570 86,570
收購投資物業所付之按金  2,696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 – –
遞延稅項資產  251 233
   

  256,014 259,439
   

流動資產
存貨  29,275 30,458
應收貿易賬項 13 123,186 93,32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 93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11(c) 13,724 12,957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4 86,952 74,49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2,909 124,759
應收稅項  664 791
   

  346,710 337,713

待售非流動資產 12 65,000 65,000
   

  411,710 402,71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5 63,618 58,820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37,713 32,467
附息借貸  23,642 29,117
應付稅項  9,841 7,548
   

  134,814 127,952
   

流動資產淨值  276,896 274,76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32,910 53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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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3,692 33,797
   

資產淨值  499,218 500,403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 63,535 63,535

儲備  435,683 424,161

擬派股息 9 – 12,707
   

總權益  499,218 5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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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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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號「中
期財務申報」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
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財務申
報準則」，為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稱）。

本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經董事會批准。

2. 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於本期間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
度期間生效並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之新訂立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7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除下文所註明外，採納該等新訂立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
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此項修訂提出以公平價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可透過出售方式全數收回的推定。當投資物業為可
折舊，而持有該物業之商業模式乃以隨著時間（而非出售）而消耗投資物業內含之絕大部份經
濟得益為目的，有關推定則可被推翻。本公司董事已審閱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認為經修
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推定並無推翻。因此，本集團已根據推定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及香港之投資物業透過出售全數收回之稅務影響，重新計量該等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
此修訂已追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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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影響（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續）

採納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影響概述如下。

對簡明綜合收益表及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影響：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開支減少 (19) –

本期溢利增加 19 –
  

對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保留溢利減少 (597) (616) (26)

資產重估儲備減少 (7,805) (7,805) –

遞延稅項負債增加 8,402 8,421 26
   

3. 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為本集團期內進行主要業務所售出貨物之發票值（已扣除退貨減
免額及貿易折扣）及所提供服務之發票值，惟不包括集團內公司間之一切重大交易。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定期向執行董事報告內部財務資料，以供彼等就本集團業務組成部分的資源分配作
決定，以及檢討該等組成部分的表現，而本集團則根據該等資料劃分經營分類及編製分類資
料。內部報告予執行董事之業務組成部分乃依照本集團之主要業務類別而釐定。本集團劃分
以下須報告分類：

(a) 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包裝紙盒及兒童趣味圖書類－生產瓦通紙盒、包裝紙盒及兒童
趣味圖書，主要售予消費產品製造商及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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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b) 製造及銷售籤條、標籤、裇衫襯底紙板及膠袋類－生產籤條、標籤、裇衫襯底紙板及

膠袋產品，主要售予消費產品製造商；及

(c) 商業印刷類－提供財經印刷、數碼印刷及其他相關服務。

上述各經營分類乃分開管理，因各個業務類別所需資源及市場推廣方針並不相同。所有分類
間轉讓乃按公平價格進行。

執行董事評核分類報告的基準，與其香港財務申報準則財務報表內所採用者一致，惟在計算
經營分類的經營業績時並無包括若干項目（有關財務費用的開支、所得稅以及企業收入及開
支）。

分類資產包括所有資產，惟並非直接歸於經營分類業務之企業資產（包括投資物業、收購投
資物業所付之按金、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應收聯營公司款項、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
融資產、銀行結餘及現金、應收稅項、遞延稅項資產及待售非流動資產）除外，因該等資產
乃按集團基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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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提供予本集團執行董事有關本集團須報告經營分類之資料載列如下：

 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
 包裝紙盒及 製造及銷售籤條、標籤、
 兒童趣味圖書 裇衫襯底紙板及膠袋 商業印刷 撇銷 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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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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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報告分類收益：
向集團以外之客戶銷售 195,098 260,614 14,952 15,606 33,651 36,320 – – 243,701 312,540
集團內各類別間之銷售 3,017 4,670 18 15 219 225 (3,254) (4,910) – –
          

總計 198,115 265,284 14,970 15,621 33,870 36,545 (3,254) (4,910) 243,701 312,540
          

須報告分類業績 6,783 11,699 1,457 562 2,171 6,494 – – 10,411 18,755
        

未分配收入：
利息收入         1,753 1,623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427 411
租金收入         1,784 –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
 收益╱（虧損）         914 (13,915)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之收益╱（虧損）         1,190 (374)
未分配開支：
應收前聯營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         (474) –
其他         (1,331) (304)
          

經營業務溢利         14,674 6,196
財務費用         (335) (414)
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49)
          

未計所得稅前溢利         14,339 5,733
所得稅開支         (2,863) (1,430)
          

本期溢利         11,476 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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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 製造及銷售籤條、標籤、
 包裝紙盒及兒童趣味圖書 裇衫襯底紙板及膠袋 商業印刷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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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須報告分類資產 310,586 282,933 6,813 3,969 15,283 20,554 332,682 307,456
企業資產：
投資物業       86,570 86,570
收購投資物業所付之按金       2,696 –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 933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       86,952 74,491
待售非流動資產       65,000 65,0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2,909 124,759
其他       915 2,943
        

總資產       667,724 662,152
        

5. 經營業務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預付租賃土地款項之攤銷 42 17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192 6,85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927) –

 職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5,051 53,010

 滯銷存貨撥備╱（撥備撥回） 896 (1,002)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 623

 應收貿易賬項之減值準備撥回 (56) (552)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價值（收益）╱虧損 (914) 13,915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收益）╱虧損 (1,190) 374

 應收前聯營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附註11(c)） 474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67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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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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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3 1,623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427 411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 91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927 –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1,190 –

匯兌收益淨額 – 538

租金收入 1,784 –

其他 1,182 1,930
  

 8,177 4,502
  

7.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透支、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開支 335 414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香港 944 2,354

 即期稅項－海外 2,042 757
  

 2,986 3,111

遞延稅項抵免 (123) (1,681)
  

 2,863 1,43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一
年：16.5%）之稅率計算。有關海外溢利須繳納之稅項乃根據於本期間內估計應課稅溢利及本
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11

9. 股息
(a) 歸入本期間之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b) 歸入上一個財政年度並於本期間批准及派付之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內派付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港幣2仙（二零一一年：港幣2仙） 12,707 12,135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未
經審核綜合溢利約11,47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303,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35,353,119股（二零一一年：613,473,338股）計算。

由於在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兩段期間並無潛在攤薄股份，故不予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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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分佔淨資產－非上市

期╱年初 – –

收購於聯營公司之權益(a) – 56,330

向聯營公司注資(b) – 2

分佔虧損 – (56)

分佔其他全面收入 – 137

轉撥至待售非流動資產（附註12） – (56,413)
  

期╱年終 – –
  

(a)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與Ful lpower Investment Holdings Corp.

（「Fullpower」）訂立一項收購協議（「收購協議」），以有條件收購Suntap Enterprises Ltd.

（「Suntap」）之25%股權（「該權益」），該公司於中國間接持有兩個煤層氣項目（「煤層氣
項目」），就此涉及之代價包括41,000,000港元現金及本公司向Fullpower發行28,600,000

股新股份（「代價股份」）。有關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發表之公佈內。於完成日期（即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獨立專業估值師行評定代價
股份之公平價值為15,330,000港元。因此，收購該權益之總代價為56,330,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初步確認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時乃入賬為購買資產及
承擔負債，因聯營公司之營運仍處於初步勘探階段，就入賬而言並不構成一項業務。
因此，收購代價已分配至已收購之個別資產及負債，而收購並無產生商譽。

作為收購該權益之一部份，本集團於收購後向Suntap提供一筆人民幣20,000,000元之貸
款（「該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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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a) （續）

根據收購協議，Fullpower獲授予一項回購期權，據此，在若干情況下（包括但不限於本
公司要求Suntap償還該貸款），Fullpower有權購回售予本集團之該權益，連同該貸款，
現金總代價為65,000,000港元。收購事項完成後，煤層氣項目已正式開始進行。然而，
本公司獲通知需要提供額外股東資金，以加快煤層氣項目之勘探規模。考慮到資本市
場流動資金緊絀以及市場氣氛相對疲弱，加上本集團擬保留現金資源應付未來的艱辛
市況，本公司認為採取審慎之投資取向實屬合適，因而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發
出有關要求償還該貸款之通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Fullpower行使收購協議所
述之權利，以購回該權益連同該貸款，總代價為65,000,000港元（「購回事項」）。截至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該權益之賬面淨額為56,413,000港元，而該貸款相等於24,630,000

港元，乃一併列為出售集團及重新分類為待售非流動資產。因此，於上一個財政年度
已於損益賬扣除16,043,000港元之減值虧損。

根據Suntap之綜合管理賬目，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之財務資料概要載列如下：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總資產 126,617

總負債 (115,605)
 

淨資產 11,012
 

收益 –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收購日期）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虧損 (217)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收購日期）至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549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根據收購價分配
 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之淨資產 56,413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收購日期）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止期間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54)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收購日期）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止期間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入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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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b) 於上一個財政年度內，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成立並持有順緻投資有限公司（「順緻」）

之25%股權，順緻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擁有上藝有限公司（「上藝」）之全部股
本權益。上藝於香港註冊成立，從事零售手機及配件。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於
順緻之權益之賬面值已在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佔虧損達致本集團出
資之繳足資本2,000港元後撇減至零。期內本集團已終止確認其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因分佔該等聯營公司之虧損超出本集團於其中之權益。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無償向該名獨立第三方出售其於順緻之25%股權。

因此，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該投資之賬面值為零，而有關出售並無產生任何
出售收益或虧損。

根據順緻之綜合管理賬目，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即
出售日期）之財務資料概要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八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 8,577 3,976

總負債 (10,740) (4,243)
  

淨負債 (2,163) (267)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收益 9,315 5,705
  

期間╱年度之虧損 (1,896) (275)
  

期間╱年度之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 –
  

期間╱年度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 (2)
  

期間╱年度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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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c) 直至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向上藝提供2,500,000港元墊款，其為

無抵押、免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於上一個財政年度曾作出67,000港元之減值。根據出
售順緻25%股權之協議，須予償還之墊款將以相等於本集團分佔順緻於二零一二年八
月三十一日之淨負債之款項撇減。因此，已於期內確認474,000港元之額外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賬面值1,959,000港元乃計入其他應收賬項。

12. 待售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年初 65,000 –

轉撥自於聯營公司之權益（附註11(a)） – 56,413

轉撥自給予聯營公司之貸款（附註11(a)） – 24,630

減：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虧損 – (16,043)
  

期╱年終 65,000 65,000
  

倘非流動資產之賬面值主要透過出售交易而非持續使用而收回，則該等資產均分類為待售資
產，並按賬面值與公平價值減出售成本兩者中之較低者列賬。僅於甚有機會售出且有關資產
可按現狀即時出售時，方會視為已符合上述條件。待售非流動資產之減值虧損均於損益賬確
認。

誠如附註11(a)所述，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Fullpower行使收購協議所述之權利以進行購
回事項。購回事項原先協定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成，但Fullpower與本公司雙
方協定延遲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或雙方可能協定之該等其他較早日期）。於二零一二
年六月二十五日，Fullpower與本公司雙方協定將購回事項之完成日期進一步延遲至二零一二
年七月三十一日（或雙方可能協定之該等其他較早日期）。除上文所述者外，購回事項之所有
其他條款將繼續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Fullpower要求本公司進一步寬限購回事項之完成日期。本公司
一直與Fullpower密切跟進有關進度。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已向Fullpower發出法律催款
書，敦促支付65,000,000港元之經協定購回代價以完成購回事項。

儘管於本報告日期，Fullpower之融資安排尚未落實，惟考慮到籌集如此大額資金需時，以及
Fullpower積極物色潛在投資者之努力，本公司認為，購回事項很有可能完成。據此，本公司
董事認為，待售非流動資產之賬面值65,000,000港元（即購回價格）正代表其於二零一二年九
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視乎有關進度，本公司保留權利於有需要時採取進一步行動，藉以保
障其權益（包括但不限於展開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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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124,294 94,635

減：應收賬項減值準備 (1,108) (1,311)
  

應收貿易賬項－淨額 123,186 93,324
  

應收貿易賬項之信貸期一般為30日至120日（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0日至120日）。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貿易賬項（扣除準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41,036 43,478

31日至60日 31,975 19,407

61日至90日 32,029 12,990

90日以上 18,146 17,449
  

 123,186 93,324
  

14.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在香港上市之股本投資 3,086 2,878

在香港之非上市債務投資 28,157 37,862

在香港之非上市貨幣票據 4,471 4,760

在海外上市之股本投資 464 814

在海外之非上市基金投資 12,594 15,618

在海外之非上市債務投資 38,180 12,559
  

 86,952 7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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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貿易賬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63,618 58,820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25,033 34,580

31日至60日 6,005 7,995

61日至90日 13,452 2,835

90日以上 19,128 13,410
  

 63,618 58,820
  

16. 股本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800,000,000 8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606,753,119 60,675

就收購聯營公司之權益發行股份 28,600,000 2,860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635,353,119 6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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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銀行信貸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可供本集團動用之一般銀行信貸為291,27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249,075,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之銀行信貸為
23,642,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9,317,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37,08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7,080,000港元）之本
集團若干物業用作抵押以便本集團獲提供一般銀行信貸。

18. 經營租賃承擔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土地及樓宇 其他資產 土地及樓宇 其他資產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8,083 524 8,880 566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3,854 1,661 17,927 1,918

五年後 10,946 – 11,267 –
    

 32,883 2,185 38,074 2,484
    

19. 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收購投資物業 17,616 –
  

於本報告日期，按購買價10,693,000港元收購一項投資物業一事已經完成（其中1,069,300港元
之按金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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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內的結論修訂摘錄

有保留結論的基準

誠如中期財務資料附註11(a)及12所述，　貴集團將於聯營公司Suntap Enterprises 

Ltd.的25%股本權益（「該權益」）及向其提供的貸款（「該貸款」）分別約56,400,000港元
及約24,600,000港元（扣除減值虧損前），在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
況表中分類為待售出售集團（「出售集團」），蓋因該權益的賣方Fullpower Investment 

Holdings Corp.（「Fullpower」）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行使收購協議所述之回購期
權，以購回該權益連同該貸款，總代價為65,000,000港元（「購回事項」）。截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於綜合收益表確認減值虧損約16,000,000港元，致
使該權益及該貸款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賬面淨值合共為65,000,000港元。

根據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5號「待售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香港財務申報
準則第5號」），分類為待售的出售集團該權益應按其賬面值及其公平價值減出售成
本的較低者確認，而分類為待售的出售集團該貸款則應遵從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計量規定，按其攤銷成本減
以減值計量。

誠如附註11(a)及12解釋，出售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賬面值乃由　貴公
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結轉，並基於經協定購回
代價65,000,000港元而釐定。購回代價為洽商作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的
原有收購協議的一部份。其相等於　貴集團向Fullpower支付的代價現金部份，作為
該權益及　貴集團於收購後向聯營公司提供的該貸款的代價，但並不包括收購代
價的股份部份的價值。購回事項已延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完成（包括清償購
回代價），但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仍未完成。

Fullpower已知會　貴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聯營公司的營運仍處於初步
勘探階段，情況與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大致相同。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已向Fullpower發出法律催款書，敦促支付65,000,000港元之購回代價以完成購回事
項。　貴公司認為，雖然購回事項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尚未完成，惟距離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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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期權尚不足一年，且Fullpower正積極物色資金來源，致力於短期內完成購回
事項。基於此等因素，　貴公司董事認為，購回代價65,000,000港元與於二零一二
年九月三十日該權益的公平價值及該貸款的攤銷成本相若，而完成出售的成本估
計為微不足道。因此，　貴公司得出結論，於現階段毋須對出售集團的賬面值作出
調整。

然而，我們無法核實管理層的評估。購回代價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前超
過一年預先釐定。其未必代表出售集團的該權益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公平
價值。未能取得其他憑證釐定出售集團的該權益的公平價值，因聯營公司的營運
仍處於初步勘探階段。就該貸款的賬面值而言，延遲完成購回事項顯示該貸款於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可能已出現減值。我們無法以文件證據確定Fullpower完成
購回事項的財政能力。

因此，我們無法釐定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出售集團的
賬面值65,000,000港元，是否並無任何重大錯誤陳述。如發現需作出任何調整，可
能令　貴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資產淨值及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溢利淨額減少，並可能對中期財務資料中的相關披露構成影響。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業務營運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仍為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包裝紙盒及兒童趣味圖書；製造及
銷售籤條、標籤、裇衫襯底紙板及膠袋；商業印刷及資產管理業務。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
243,7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同期約312,500,000港元減少約
22.0%。本集團之毛利率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的21.8%上升至回顧期間的25.7%。本
集團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由去年同期約4,300,000港元增加至約11,500,000港元，
增幅為166.7%。由於環球金融市場波動，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金融資產錄得
按市價計值收益約9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本集團之金融資產則錄得按市價計值
虧損約13,900,000港元。權益持有人應佔純利增加主要乃由於本集團金融資產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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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計值收復失地，但其部份被回顧期間內之毛利下跌所抵銷，毛利由去年同期之
68,000,000港元下跌至回顧期間內之62,700,000港元。毛利下跌主要乃歸因於本集團
客戶訂單減少。

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包裝紙盒及兒童趣味圖書業務分類仍為本集團之主要
業務。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於此項主要業務分類錄得之總收益約為195,1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約260,600,000港元下降約25.1%。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來自此項分類之溢利由去年同期約11,700,000港元下跌
至約6,800,000港元。純利下跌主要乃由於出口市場需求疲弱令客戶訂單減少 

所致。

製造及銷售籤條、標籤、裇衫襯底紙板及膠袋業務分類仍然承受激烈競爭之壓力。
於回顧期間，來自此業務分類之收益由去年同期約15,600,000港元輕微下跌至約
15,00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來自此業務分類之溢
利由去年同期約600,000港元增加至約1,500,000港元。

商業印刷業務分類備受收益下跌及經營成本上漲所不利影響。此業務分類產生之
收益由36,300,000港元減少至33,700,000港元，而溢利則由去年同期之6,500,000港元
減少至2,200,000港元。

待售非流動資產之公平價值

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本公司之獨立核數
師就Suntap之25%權益，連同股東貸款（「統稱為「出售資產」）之賬面值發出有保留
結論。有保留結論之基準（當中包括如發現需對出售資產之賬面值作出任何調整之
其後影響）及因範圍限制而產生之有保留結論載於「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內的結
論修訂摘錄」一節。

就此，本公司對於出售資產賬面值之看法乃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2。本公司認為，
雖然購回事項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尚未完成，惟距離行使回購期權尚不足一
年，且Fullpower正積極物色資金來源，致力於短期內完成購回事項。據此，本公司
董事認為，出售資產之賬面值65,000,000港元（即購回價格）正代表其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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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流動現金及其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所提供之銀行融資撥付
營運所需。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財政穩健，現金狀況健全。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
月三十日之現金與銀行結餘及短期銀行存款合共約達92,9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124,800,000港元）。按照附息銀行借貸約23,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29,100,000港元）及總權益507,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500,400,000港元）計算，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4.7%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5.8%）。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所持有之現金、流動資產價值、未來收入及主要股東可提供之
信貸將足以應付本集團之營運資金需要。

匯率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交易均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進行。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由於在現時之聯繫匯率制度下，港元兌美元之匯率較為穩定，加上本集團藉
訂立有關美元兌人民幣之遠期合約（計入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內）
以管理人民幣兌港元或美元之匯率風險，因此本集團毋須承擔任何重大匯兌風險。

財務擔保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就銀行授予本集團附屬公司之一般銀行融資提
供約159,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79,700,000港元）之公司擔保，有
關擔保乃以本集團所擁有約37,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7,100,000

港元）之若干物業之法定押記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前景

前瞻未來，預期印刷及包裝業之經營環境仍將會困難重重。由於美國及歐盟經濟
復甦未明朗，令集團產品的海外需求仍然波動。印刷及包裝業競爭熾熱，亦令本集
團將日益上漲之成本轉嫁予客戶時備受限制。基於印刷及包裝業的週期性影響，
下半個財政年度勢將更具挑戰。為應付預期中的挑戰，同時維持競爭力，本集團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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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擴大客戶基礎，並且繼續實施嚴格成本控制及管理策略，包括減低製造業務
之固定成本、有效管理採購及存貨水平，以及收緊客戶信貸。然而可以預見，勞動
力及原材料之成本繼續上漲，將使成本控制措施之成效受到局限。

為維持長遠發展，董事將會繼續探索一切潛在機遇，務求使本集團之業務更進一
步。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一
年：無）。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恪守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之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以及
偏離守則條文第A.5.1條：未有成立提名委員會。然而，由於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
定，三分之一之董事須輪值退任，因此，每位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以
及股東選舉董事之程序已於本公司之網站妥為公佈，故本公司認為，本公司已採
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之嚴格程度不遜於守則。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員工聘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在職員工數目約為1,180名，其中約1,025名員
工駐於中國。

薪酬福利一般乃參考市場條款及按個別員工表現制定。一般而言，薪金每年一次按
工作表現評估報告及其他有關因素檢討及調整，而花紅（如有）亦按此基準發放。
本集團制定之員工福利計劃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購股權計劃及醫療保險。

本集團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並遵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釐定其書
面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已審閱及釐定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包括執行董事酬金之
政策、支付予執行董事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之酬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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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包括四名成員，分別為盧永文先生、林振綱博士、吳麗文博士（全部均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雷勝明先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委員會由盧永文先生擔任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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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行為守則。所有董事於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已確認，於整個審閱期間，彼等
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遵照上市規則釐定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包
括三名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吳麗文博士、林振綱博士及盧永文先
生。委員會由吳麗文博士擔任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
內部控制與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

中期財務報表之審閱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獲執
業會計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
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而進行審閱。

致謝

本人藉此機會，謹代表董事會對全體員工為本集團之竭誠效力，盡忠職守，以及對
各位客戶、供應商、業務夥伴及股東之一貫支持致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雷勝明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雷勝明先生、雷勝昌先生及雷勝中先生，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振綱博士、盧永文先生及吳麗文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