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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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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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ISLAND PRINTING HOLDINGS LIMITED
新洲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77）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New Island Printing Holdings Limited（新洲印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欣
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公
佈載有本公司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全文，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有關需附載於初步中期業績公佈的資料的相關規定。本公司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的印
刷版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底前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newisland.com)閱覽。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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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新洲印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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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幣為單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益 3及4 382,775 381,694
銷售成本 (308,362) (305,573)
    

74,413 76,121

其他收入 807 4,919
其他淨虧損 5 (23,182) (4,954)
銷售及分銷成本 (26,484) (22,317)
行政費用 (41,558) (38,717)
    

經營（虧損）╱溢利 (16,004) 15,052
融資成本 6(a) (1,227) (969)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17,231) 14,083
稅項 7 (2,742) (3,997)
    

本期（虧損）╱溢利 (19,973) 10,086
    

應佔如下：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0,304) 10,084
非控股股東權益 331 2
    

本期（虧損）╱溢利 (19,973) 10,086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9(a) (0.76)港仙 0.38港仙
    

－攤薄 9(b) (0.76)港仙 0.38港仙
    

第8頁至第18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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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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以港幣為單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本期（虧損）╱溢利 (19,973) 10,086

本期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換算香港以外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除稅後） (2,504) 10,667
   

本期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2,477) 20,753
   

應佔如下：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2,808) 20,750

非控股股東權益 331 3
   

本期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2,477) 20,753
   

第8頁至第18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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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以港幣為單位）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 335,445 340,999

－以經營租賃持作自用的
租賃土地權益 18,235 18,763

      

353,680 359,762

商譽 12 930 —

無形資產 13 1,260 —

購買機器訂金 3,144 4,356

遞延稅項資產 2,018 1,922
      

361,032 366,040

流動資產
持作買賣之證券 14 18,870 41,039

存貨 15 73,663 89,55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6 189,303 120,175

可收回稅項 22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2,679 88,737
  22    

394,537 339,502
  394,537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7 60,293 63,77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8 171,622 107,598

應付票據 22,695 26,184

應付本期稅項 14,414 12,798
  14,414    

269,024 210,358
  269,024    

流動資產淨額 125,513 129,14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86,545 495,184
      



5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728 2,426
      

資產淨值 484,817 492,75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 26,653 26,653

儲備 442,744 465,598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469,397 492,251

非控股股東權益 15,420 507
      

權益總額 484,817 492,758
      

第8頁至第18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續）
（以港幣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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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幣為單位）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

盈餘儲備 外匯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26,653 131,911 25,035 57,908 4,890 214,103 460,500 212 460,712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 — — — — — 10,084 10,084 2 10,086

其他全面收入 — — — 10,666 — — 10,666 1 10,667
          

本期全面收入 — — — 10,666 — 10,084 20,750 3 20,753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一年十月一日的結餘 26,653 131,911 25,035 68,574 4,890 224,187 481,250 215 481,465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 — — — — — 9,030 9,030 292 9,322

其他全面收入 — — — 1,971 — — 1,971 — 1,971
          

本期全面收入 — — — 1,971 — 9,030 11,001 292 11,293

轉入法定盈餘儲備 — — 1,656 — — (1,656) — — —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26,653 131,911 26,691 70,545 4,890 231,561 492,251 507 492,758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26,653 131,911 26,691 70,545 4,890 231,561 492,251 507 492,758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本期虧損 — — — — — (20,304) (20,304) 331 (19,973)

本期其他全面虧損 — — — (2,504) — — (2,504) — (2,504)
          

本期全面（虧損）收入 — — — (2,504) — (20,304) (22,808) 331 (22,477)
          

因企業合併產生（附註11） — — — — — — — 14,536 14,536

不改變控制權之非控股權益之改變 — — — — — (46) (46) 46 —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計 — — — — — (46) (46) 14,582 14,536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26,653 131,911 26,691 68,041 4,890 211,211 469,397 15,420 484,817
          

第8頁至第18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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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以港幣為單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 27,524 42,581

已付稅項 (1,935) (2,574)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25,589 40,007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3,380 (100,109)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4,712) 46,6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24,257 (13,434)

於四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8,737 100,620

外幣匯率變動的影響 (315) 439
   

於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2,679 87,62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存之分析

銀行活期存款及現金 64,049 42,217

銀行定期存款 48,630 45,408
   

現金流量表及資產負債表中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2,679 87,625
   

第8頁至第18頁的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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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港幣為單位，除另作說明外）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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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本公佈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獲授權公佈。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於二零一二年年度財務報表內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預期於二零一三年年度
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判斷、估計及
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及以本年累計為基準計算之經呈報資產與負債、收入及支出之金額。實際結
果可能與估計金額有所出入。

中期財務報告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之詮釋性附註。附註包括對瞭解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年度
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所出現之變動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之詮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及已經獨立核數師，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致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
料的審閱」審閱。致同向董事會作出之獨立審閱報告載於第19頁。

載於中期財務報告與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有關之財務資料，作為過往已呈報之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之一部份，惟乃源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查閱。核數師已在其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刊發之報告內對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2. 會計政策之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一些於本期間對本集團及本公司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對本
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將有效或可提早在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採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會受到
香港會計師公會公佈的發行的額外詮釋或其他變動影響。因此，於本中期財務報告發行之日不能確定本
集團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將應用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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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以業務及地區管理其業務。本集團以與本集團最高管理層用於資源分配和業績考評的內部報告資
訊相一致的基礎，確定四個報告分部，概無計入經營分部以形成上述報告分部。

－ 印刷：於香港、東莞及上海印刷及製造高質彩色包裝產品、瓦通盒、圖書、小冊子及各項紙製品

－ 提供經紀服務：提供證券經紀及孖展融資服務

－ 提供融資服務：提供短期貸款融資活動

－ 證券投資：股本證券之投資活動

為評估分部的表現及分部之間分配資源，本集團最高管理層根據以下基礎監督每個報告分部的業績、資
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非流動及流動資產。分部負債包括各獨立分部應佔的所有非流動及流動負債。

收入和費用是報告分部實現的銷售收入和發生的相關費用或歸屬於報告分部的資產的折舊和攤銷。分部
間收入是參照同類產品對第三方售價而定價的。

向本集團最高管理層提供的用於分部間資源分配和業績考評的資訊列示如下：

(a) 分部收入、溢利及虧損、資產和負債

印刷 提供經紀服務 提供融資服務 證券投資 總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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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報告分部收入 382,280 381,694 495 — — — — — 382,775 381,694
           

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1,904 10,155 436 — (20) (9) (22,293) (60) (19,973) 10,086
           

印刷 提供經紀服務 提供融資服務 證券投資 總計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報告分部資產 727,446 705,290 99,154 — — 2 18,887 41,047 845,487 746,339
           

報告分部負債 235,519 212,764 35,659 — 37 19 54,430 40,773 325,645 25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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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b) 報告分部溢利及虧損、資產和負債的調節項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重列）

（虧損）╱利潤
來自集團外部客戶的報告分部（虧損）╱利潤 (19,973) 10,095

未分配公司虧損 — (9)
   

合併總（虧損）╱利潤 (19,973) 10,086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重列）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845,487 746,339

分部間資產抵銷 (89,918) (55,797)
   

755,569 690,542

未分配公司資產 — 15,000 
 

 

綜合總資產 755,569 705,542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325,645 253,556

分部間負債抵銷 (89,918) (55,797) 
 

 

235,727 197,759

未分配公司負債 35,025 15,025 
 

 

綜合總負債 270,752 212,784
 

 

 

為評估因收購從事提供經紀服務的附屬公司經營分部的表現，及成立從事提供融資服務之新的子公
司，本集團已修訂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的管理信息的格式。因此，分類的基礎已經由過往期間之
地區分部報告更改為業務之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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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 (1)印刷及製造高質彩色包裝產品、瓦通盒、圖書、小冊子及各項紙製品；(2)提供證
券經紀服務；(3)提供短期貸款融資活動；及 (4)股票證券投資活動。收益指已出售貨物之發票價值及利息
收入，減去銷售稅、銷售退回及折扣。由本集團主要業務之收益於本期確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銷售印刷品 382,280 381,694

佣金及經紀收入 8 —

利息收入
－證券孖展融資 487 —
 

  

382,775 381,694
   

5. 其他淨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持作買賣之證券之未變現虧損 22,169 —

遠期外匯合約之淨（收益）╱虧損 (309) 5,04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1,783 1

淨匯兌收益 (461) (96)
 

  

23,182 4,954
   

6.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融資租賃承擔之財務費用 — 13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1,227 956
    

1,227 969
    

(b) 其他項目：
出售存貨成本 308,362 305,573

折舊
－自置資產 19,156 18,493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的資產 — 697

租賃土地溢價攤銷 363 359

遠期外匯合約淨虧損 — 4,536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1,783 1

持作買賣之證券之未變現虧損 22,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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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準備 863 2,301

香港以外其他地方所得稅準備 2,709 2,159
   

3,572 4,460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與轉回 (830) (463)

   

2,742 3,997
 ● ●

本期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本期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16.5%（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
的稅率計算。

香港以外地區附屬公司的所得稅乃按有關國家適用之現時規定稅率計算。

8.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將不會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如有末期股息，將於年終建議分派。

9.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是按照本期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的綜合虧損20,304,000元（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0,084,000元盈利）及普通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目2,665,290,000（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2,665,290,000）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均沒有任何具備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股
份。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與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一樣。

10. 物業、機器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購入之物業、機器及設備成本為17,421,000元（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2,2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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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業務合併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六日，本集團與CEPA Alliance Holdings Limited（「CEPA Holdings」），CEPA Alliance Securities 

Limited （「CEPA Securities」） and CEPA Management Limited （「CEPA Management」）（統稱「CEPA Group」）訂立買賣及
認購協議，從第三方以總現金代價3,000萬元購入CEPA Holdings 6,000股已發行股份，佔CEPA Holdings已發
行股本的66.67%。

收購之子公司 主要業務 收購日期 收購股份比例

CEPA Holdings 投資控股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66.67%

CEPA Securities 提供經紀服務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66.67%

CEPA Management 提供租賃服務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66.67%

此外，本集團亦以總現金代價500萬元認購1,000股CEPA Holdings 已發行股份。此交易完成後，本集團的在
CEPA Holdings的持股量從66.67%提高到70%。收購CEPA Group 之目的為使本集團業務多元化發展，增強本
公司權益持有人的回報。

已轉讓代價

千元

現金 30,000
  

於收購日已收購資產及已承擔負債：

收購時
已確認之價值 公平值調整 收購前賬面值

千元 千元 千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8,655 — 48,655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2 (53) 485

無形資產 1,260 — 1,260

應收帳款 28,594 — 28,594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3,533 — 3,53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38,851) — (38,851)

遞延稅項負債 (17) — (17)
    

43,606 (53) 43,659
    

非控股權益

本集團於收購日確認於CEPA Group的33.33%非控股權益，以該非控股權益的之公平值計算為14,536,000元。
該公平值採用收益法，市場法及成本法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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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業務合併（續）

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

CEPA Group
千元

已轉讓代價 30,000

於CEPA Group之33.33%非控股權益 14,536

可識別淨資產之公平值 (43,606)
 

 

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附註12） 930
  

收購有關之成本193,000元並無包括於已轉讓代價內，該成本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行政費用內。

收購產生的商譽指業務合併產生的成本，包括控制權溢價，已付之代價實際包括有關預期的收入增長，
未來市場的發展和勞動力的CEPA Group的利益。此等利益不會和商譽分開確認，因其不符合可辨認無形
資產之確認條件。

收購產生的商譽並無任何可扣除所得稅的成份。

收購子公司之淨現金流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以現金支付之代價 (30,000) —

獲得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8,655 —
   

18,655 —
   

收購對本集團業績的影響

本期虧損包括了由CEPA Securities所產生的額外業務之虧損41,000元。期內收入包括由CEPA Securities所產
生之收入18,000元。

倘若收購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發生，本集團的收益會為384,721,000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
間虧損則會為20,834,000元。此備考資料僅供說明之用，不擬真實反映本集團於假設該交易已於二零一二
年四月一日完成之實際收入和經營業績。此外，該備考資料亦不擬作為預測日後之財務狀況。

12. 商譽

商譽之帳面值分析如下 :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期初╱年初之帳面值 — —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11） 930 —
   

期末╱年末之帳面值 930 —
   

商譽的賬面值被分配到提供經紀服務及短期貸款融資活動之現金產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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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無形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交易權 1,260 —
   

14. 持作買賣之證券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以公平值計算之股票證券
—於香港上市 18,870 41,039

   

持作買賣之證券投資於結算日以公平值呈列。本集團持有的上市股票證券於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被列為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其基於收市價之市場值顯著下降。因此，期內錄得持作買賣證券之未變
現虧損淨額約22,169,000元。

15. 存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1,421,000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33,000元）於當期
損益中確認為存貨減值，此為存貨減記至可變現值的金額和存貨之損失。

1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包括應收賬款（已扣除呆壞賬減值準備），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逾期 169,026 92,285

逾期少於1個月 4,741 1,284

逾期1至3個月 2,728 1,761

逾期超過3個月 860 528
   

177,355 95,858
   

各項賬款在收款通知書發出當日起計三十至九十天內到期支付。從孖展客戶的應收款項是未逾期。孖展
客戶抵押證券抵押品予本集團，以獲得證券交易之信貸融資。授予他們的信貸額度是根據本集團所接受
之證券之貼現值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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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銀行貸款

銀行貸款的賬面值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流動負債
按要求還款的有期銀行貸款 46,193 50,328
其他銀行貸款 14,100 13,450
   

60,293 63,778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銀行貸款的還款期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1年內或按要求 14,100 13,450
1年內到期的即期有期貸款 8,333 8,294
   

22,433 21,744

一年後到期的有期貸款
1年後但2年內 6,711 8,346
2年後但5年內 7,558 8,898
5年後 23,591 24,790

   

37,860 42,034
   

60,293 63,778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銀行貸款的抵押情況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銀行貸款
－有抵押 34,760 35,795

－無抵押 25,533 27,983
   

60,293 63,778
   

授予本集團的部分銀行備用信貸及貸款是以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賬面總額為76,127,000元（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76,907,000元）的物業、機器及設備作為抵押。有關備用信貸的已抵押資產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上述有抵押銀行備用信貸合計44,760,000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5,795,000

元），其中41,337,000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3,247,000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已經動用，包括
銀行貸款34,760,000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5,795,000元）和應付票據6,577,000 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7,452,000元）。

正與一般金融機構訂立的常見借貸安排一樣，本集團部分銀行備用信貸受制於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及盈利
能力比率、權益總額和已產生資本開支數額的相關契諾是否獲履行。如果本集團違反有關的契諾，已動
用的備用信貸便須在接獲通知時償還。本集團會定期監察契諾的合規情況。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違反有關備用信貸的契諾。 



17

1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包括應付賬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逾期及逾期少於1個月 101,163 49,103

逾期1至3個月 11,150 7,718

逾期超過3個月 975 2,384
   

113,288 59,205
   

19. 股本

股數 金額
千股 千元

法定股本每股面值0.01元：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40,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每股面值0.01元：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2,665,290 26,653
   

20. 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償付而又未在中期財務報告內提撥的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已訂約 4,170 26,359
   

21. 重大關聯方交易

關鍵管理人員酬金

關鍵管理人員的酬金包括已付予本公司董事的款項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元 千元

短期員工福利 3,184 3,954

僱用期後員工福利 98 160
   

3,282 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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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金融工具

本集團所承受的外幣風險主要源於並非以相關經營實體的功能貨幣計價的銷售。引致這種風險的貨幣主
要是美元。與該風險有關之業務功能貨幣為人民幣。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本集團與一間銀行訂立另一份不交收結構性遠期合約（「合約」）。該合約之名義總額為
14,000,000美元至28,000,000美元，視乎於結算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而定，自二零一二年四月起分十四期按
月等額結算。於各結算日，倘美元兌人民幣之匯率處於或貶值至低於合約匯率，則本集團須向該銀行支付
固定金額1,000,000美元，而本集團可向銀行收取固定金額6,520,000人民幣。在此情況之下，本集團之每月
收益為等值於1,000,000美元乘以合約匯率與於結算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兩者間之差異的人民幣（「每月收
益」）。倘於結算日美元兌人民幣之匯率升值至高於合約匯率，則本集團須向該銀行支付固定金額2,000,000

美元，而本集團可向銀行收取固定金額13,040,000人民幣。在此情況之下，每月收益為零。該合約會於十四
期按月等額結算完成後或累計每月收益達到300,000人民幣時結束。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該合約已因累計每月收益達到300,000人民幣而結束。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該合約之公平值為51,000元（資產），於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中貿易及其他應收款中確認。

董事相信，倘美元兌人民幣之匯率呈上升趨勢，本集團將自有關美元貿易應收賬款兌以人民幣計值之相
關成本之兌匯收益中得益，而有關收益足以彌補上述合約下之應付款項。

上述合約並不符合採用對沖會計法之資格，因而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就其他並非以相關業務之功能貨幣計值之貨幣資產及負債，董事於有需要時按即期匯率購入或出售外幣
以處理短期之不均衡情況，藉以確保風險淨額維持於可接受之水平。

23.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作出調整，以符合本期的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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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 新洲印刷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2至第18頁新洲印刷集團有限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此中期財務報告包
括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綜合損
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符合上市規則中的相關規定及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告。董事
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中期財務報告」。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應聘條
款，僅向全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公佈之
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
的審閱」進行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會計事項的人員詢問，並實施
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所以不
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
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的
中期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沒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銅鑼灣
希慎道10號
新寧大廈20樓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鄺錦榮
執業證書編號：P05373



20

業務回顧及展望

縱使宏觀經濟環境被不明朗因素所籠罩，本集團報告於本回顧期（「回顧期」）之營業額為約
382,800,000港元，主要包括銷售印刷品之營業額約382,3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去年同期」）約
381,700,000港元輕微增加約0.2%。

然而，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19.9%輕微回落至回顧期內約19.4%。我們的精緻包裝產品牽涉製造
過程中較多之工序而需要較熟練之技工，此等技工在市場上之需求甚大，因競爭劇烈而引致
勞動成本上漲。此外，原材料及其他勞動成本亦因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通脹等導致大幅地及顯
著地增加而未能全部轉移至顧客身上。因此，毛利於回顧期內輕微減少約2.2%至約74,400,000

港元。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去年同期之22,300,000港元增加約18.8%至於回顧期內約26,500,000港元，佔
營業額之6.9%，而去年同期則為5.8%。按百分比計算，銷售及分銷成本之升幅高於營業額之升
幅，主要是因為銷售佣金及運費對成本產生之影響。儘管本集團已於困難的經營情況下採取
嚴謹之成本控制措施，於回顧期內的行政費用增加約7.3%至約41,600,000港元，主要是因普遍
員工成本和相關之醫療及保險費用增加共約1,400,000港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其他稅費
增加共約1,600,000港元所致。

雖然於回顧期內融資成本由去年同期約970,000港元增加約26.6%至約1,200,000港元，主要因為
去年同期後取得之一項按揭貸款引致本期未償還平均貸款增加所致。

因本集團持有某些上市證券之市價大幅下跌，導致此等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的公平值淨改變
之大幅下跌，本集團於回顧期內錄得一項重大賬面虧損約22,200,000港元，該項虧損記錄於其
他淨虧損內。

受上述各項因素之影響，回顧期內錄得除稅前虧損約17,2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除稅
前溢利約14,100,000港元。據此，回顧期內之稅項由去年同期下跌31.3%至回顧期內約2,700,000

港元。因此，回顧期內錄得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20,300,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購入CEPA Alliance Holdings Limited（「CEPA Holdings」）及其子公司（「CEPA 

Group」）70%之控股權益。收購CEPA Group之目的為使本集團業務多元化發展，增強本公司權
益持有人的回報。於回顧期內，CEPA Group並沒有對本集團產生顯著的額外業務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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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放緩持續，2012年的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大幅波動的風險很大。歐洲疲軟的經濟形
勢下，同時昏暗的全球經濟導致中國國內消費及經濟重點和政策的變化，無疑將進一步轉化
為本集團額外的成本。另一方面，美國經濟有復甦之跡象，以及增加之內需求，顯示製造業在
未來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推動。於各不明朗因素之中，本集團將抓住機遇，以擴大其盈
利結果，爭取維持其富饒的業績及獲取寶貴的投資機會，在困難的市場環境以將股東之價值
增長最大化。

財務及資本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在物業、機器及設備投資方面動用總額約15,800,000港元，此金額不包括
通過業務合併取得之物業、機器及設備。此等投資及本集團日常業務營運由保留盈利、銀行
借貸及本集團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量撥付。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港元或中國人民幣計值之銀行借貸合共約83,0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90,000,000港元），包括銀行貸款60,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63,800,000港元）及應付票據22,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6,200,000

港元）。此等借貸之中約41,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3,200,000港元）乃以於二零
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負債表中賬面總值約76,1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76,900,000港元）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作抵押。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負債資本
比率（定義為總附息借貸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權益總額）約為0%（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0.2%）。

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夠自其經營業務產生充裕現金流量，並能獲得所需銀行融資，以履行
其持續責任及承擔。

員工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908名（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692名）員工，其中
2,827名（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634名）員工是在中國聘用，負責本集團之製造及分銷業
務。

本集團提供的員工福利包括員工保險、退休金計劃及酌情花紅，並提供內部培訓計劃及外部
培訓資助。本集團旨在設立一項薪酬政策，以吸引並挽留本集團業務所需的人員，推動人員
追求合適的業務發展策略，同時考慮個別員工的表現。薪酬委員會負責檢討董事的薪酬。薪
酬應反映（其中包括）個別董事的表現及責任。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
則（「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於孫粗洪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主席前，勞明智先生獲委任為本公
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相對偏離的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守則條文」）於下文
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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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續）

管治守則中守則條文指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
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本公司偏離有關守則在於勞明智先生現
身兼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兩職，惟主席及行政總裁各自的職責已清楚界定及以書面列載，
並獲董事會通過。按本集團目前之發展情形，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身兼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
兩職，有利執行本集團之商業策略和發揮其最高營運效益。

自孫粗洪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主席起，董事會已回復此兩個角色
之分開並遵守有關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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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證券
交易守則。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
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直接向董事會匯報。審核委員會定期與本集團的
高級管理層及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召開會議，以檢討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制度，以
及本公司的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擁有股份、相關股份和債權證的權益及持有股份的淡倉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據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備存於本公司的登記冊顯
示，或按照《標準守則》以其他方式向本公司具報，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均沒有擁有本公
司或其任何聯繫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列之涵義）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
的權益或持有股份的淡倉。

名稱 身分╱權益性質 好倉╱淡倉
所持

股份總數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約佔已發行
股本總數
的百分比

孫粗洪先生（「孫先生」） 受控制公司所持權益 好倉 1,668,967,000 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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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擁有股份、相關股份和債權證的權益及持有股份的淡倉（續）

附註：

該等股份由Plus Wealthy Limited（其為Bingo Wealth Holdings Limited一全資附屬公司）持有，Bingo Wealth為孫先生全
資擁有。據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孫先生被視作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之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須予記錄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之規定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
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採納了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該計劃的目的是為本
公司提供一個靈活的方法，以便向執行或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或本集團各成員
的任何僱員（不論全職或兼職）（「參與者」）提供獎勵、報酬、酬金、補償及╱或福利，以及達致
董事會可不時審批的該等其他目的。該計劃之細節已刊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報內。該計
劃在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前保持有效和生效。

自採納該計劃起，本公司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股東於《證券及期貨條例》下需披露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以下人士擁有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5%，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於本公司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名稱 身分╱權益性質 好倉╱淡倉
所持

股份總數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約佔已發行
股本總數的

百分比

Plus Wealthy Limited 

（「Plus Wealthy」）
實益擁有人 好倉 1,668,967,000 62.62%

Bingo Wealth Holdings Limited

（「Bingo Wealth」）
受控制公司所持權益 好倉 1,668,967,000 （附註） 62.62%

孫先生 受控制公司所持權益 好倉 1,668,967,000 （附註） 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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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於《證券及期貨條例》下需披露之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該等股份由Plus Wealthy（其為Bingo Wealth一全資附屬公司）持有，Bingo Wealth為孫先生全資擁有。據此，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孫先生及Bingo Wealth被視作於所有由Plus Wealthy 擁有權益之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並無其他權益或淡倉
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於所須存置登記冊。

認購股份之安排

除上述披露之購股權計劃外，本公司或各附屬公司均沒有在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任何時間參與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任何他們的配偶或未滿十八
歲的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董事會之組成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孫粗洪先生（主席）、勞明智先生（行政總裁）及陳玉儀女士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潤權博士、潘治平先生及葉漫天先生所組成。

承董事會命
勞明智
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