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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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arri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嘉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0）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重點

— 收入上升7%至1,194,458,000港元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13,433,000港元

— 每股基本溢利為0.67港仙

中期業績

嘉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未經審核之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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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5,101 45,277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6,972 356,016
投資物業 213,822 208,608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2,623 23,40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6,610 —
其他非流動資產 5 18,505 13,086
遞延稅項資產 976 976

604,609 647,371

流動資產
存貨 324,795 338,797
貿易及票據應收帳款 5 451,012 452,513
應收聯營公司帳款 2,692 2,132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5 63,369 66,134
定期存款 112,500 49,200
現金及銀行結存 194,274 410,669
出售集團歸入可待售資產 6 75,757 —

1,224,399 1,319,445

資產總值 1,829,008 1,966,816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99,620 99,810
其他儲備 257,074 353,979
保留溢利

— 擬派末期股息 — 8,681
— 其他 448,221 436,088

904,915 898,558
非控股權益 424 424

權益總值 905,339 898,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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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434 7,434
長期服務金準備 13,279 13,279

20,713 20,71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帳款 7 334,051 369,39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帳款 207,976 217,902
預收帳款 1,122 6,408
應付聯營公司帳款 896 544
應付稅項 31,037 29,791
短期銀行借貸 8 326,871 423,083
出售集團之負債歸入可待售資產 6 1,003 —

902,956 1,047,121

負債總值 923,669 1,067,834

權益及負債總值 1,829,008 1,966,816

流動資產淨值 321,443 272,32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26,052 91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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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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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重列）

收入 9 1,194,458 1,112,429
銷售成本 (1,092,927) (1,029,826)

毛利 101,531 82,603
分銷及銷售費用 (21,350) (18,914)
一般及行政費用 (65,732) (63,831)
其他收入 9 4,396 3,979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 5,536

經營溢利 10 18,845 9,373

財務收入 2,729 2,027
財務成本 (3,932) (3,248)

財務成本，淨額 11 (1,203) (1,221)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785) (1,649)

除稅前溢利 16,857 6,503
所得稅支出 12 (3,424) (2,619)

本期溢利 13,433 3,884

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433 3,595
非控股權益 — 289

13,433 3,88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港仙）
— 基本及攤薄 13 0.67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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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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已重列）

本期溢利 13,433 3,884

其他全面收入：
貨幣換算差異 6,329 4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之虧損，扣除稅項 (3,678) —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16,084 3,926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6,084 3,647
非控股權益 — 279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16,084 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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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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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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重列）

除稅前溢利 16,857 6,50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3,534 24,990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377 564
以股份支付報酬之支出 254 817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785 1,64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09 818
利息收入 (2,729) (2,027)
利息支出 3,932 3,248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之撇銷 — 97
其他應收帳款減值準備之回撥 — (343)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 (5,536)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溢利 43,519 30,780
營運資金之變動 (36,969) 63,294

經營產生之現金 6,550 94,074
已付利息 (3,932) (3,248)
已付香港利得稅 (1,921) (2,821)
已付海外稅項 (360) (402)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337 87,603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12,244) (135,281)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06,193) 2,02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淨減少 (218,100) (45,655)
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10,669 197,567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1,714 42

194,283 151,954
出售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歸入可待售資產 (9) —

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94,274 151,95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分析：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重列）

現金及銀行結存 194,274 15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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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份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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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經本
集團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須與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準則）編
製之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本集團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嘉億發展有限公司（「嘉億」），與本集團有控制權之股
東何焯輝先生所持有90%權益之婚紗城有限公司「婚紗城」訂立股份買賣協議，收購一元旅遊有限公司及天使
之戀攝影（香港）有限公司（「被收購實體」）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及天使之戀攝影（香港）有限公司所欠賣方之股東
貸款，代價約為45,000,000港元，以每股0.1港元發行130,000,000股普通股以股代價方式支付。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收購完成後，該被收購實體成為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收購被收購實體一事，
乃被視為嘉億共同控制下之業務合併，被收購實體在完成收購之前及之後，最終由何焯輝先生控制，其為本
集團有控制權之股東。據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已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會計指引第5號「就共同控制下進行合併使用合併會計處理法」之合併會計處理法原則編製，其基準為猶如
嘉億持有被收購實體於呈報期間或自各自之註冊成立日期以來，以較短時間者為準。因此，於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及其附註，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表、全面
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註已以符合本期的呈列重列。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述者一致。

• 稅務

中期期間所產生收入之稅項，乃按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之稅率預提。

• 持有待售之非流動資產（或出售集團）

當非流動資產（或出售集團）之帳面值將主要透過一項出售交易收回而該項出售被視為極可能時，分類
為持作出售之資產。該等資產按帳面值與公平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兩者之較低者列帳。

• 比較數據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開始將綜合損益表內之財務報表項目按以下分類：

其他收益由收入中獨立呈報，上年度財務報表之比較數字約3,979,000港元由「收入」重新分類為「其他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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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但與本集團現在無關或無重大影響之現有準則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12（修訂），「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在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
效。

 (ii)  下列新及經修訂之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已公佈，但僅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之後開始之財務年度生效，
而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本集團正評估該等新及經修訂之準則及準則之修訂之影響，並將於各年度期間
生效時應用該等修訂及準則。

自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1（修訂） 「財務報表呈列」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19（修訂） 「僱員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27（經修訂2011） 「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28（經修訂2011） 「聯營和合營」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32（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修訂）
「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 「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0 「綜合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1 「合營安排」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2 「在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3 「公平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20

「露天礦生產階段之剝離成本」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之第四次年度
改進計劃」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3 估計

編製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對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和所報告資產和負債以及收支之數額作出判斷、估計和假
設。實際結果或會與此等估計不同。

在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之重大判斷和估計不確定性之關鍵來

源，與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之相同。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管理層」）定期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根據此等
報告釐定營運分部。

管理層從地區，產品及服務之角度衡量其業務。管理層從產品及服務之角度衡量五金塑膠業務、電子專業代
工業務及消費者及服務業務之業績，並進一步以地區分部之基礎（日本、香港、中國大陸、亞洲（不包括日本、
香港及中國大陸）、北美洲及西歐）評估。管理層根據經營溢利評估營運分部之表現。提供給管理層決策之分
部資料之衡量方式與財務報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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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源自五金塑膠業務、電子專業代工業務及消費者及服務業務之收入分別
約523,024,000港元、670,047,000港元及1,387,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分別為
463,651,000港元、646,058,000港元及2,720,000港元。

本期確認收入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五金塑膠 

業務
電子專業 

代工業務
消費者及 

服務業務 其他 合共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分部收入總額 581,693 670,047 1,387 — 1,253,127

分部間收入 (58,669) — — — (58,669)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523,024 670,047 1,387 — 1,194,458

毛利 65,438 36,041 52 — 101,531

分銷及銷售費用及一般及行政費用 (54,736) (19,574) (12,772) — (87,082)

其他收益 — — 5 4,391 4,396

經營溢利╱（虧損） 10,702 16,467 (12,715) 4,391 18,845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五金塑膠 

業務
電子專業 

代工業務
消費者及 

服務業務 其他 合共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重列） （已重列） （已重列） （已重列） （已重列）

分部收入
分部收入總額 517,968 646,058 2,720 — 1,166,746

分部間收入 (54,317) — — — (54,317)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463,651 646,058 2,720 — 1,112,429

毛利 56,019 25,586 998 — 82,603

分銷及銷售費用及一般及行政費用 (43,389) (36,476) (2,880) — (82,745)

其他收益 — — — 3,979 3,979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 — 5,536 — 5,536

經營溢利╱（虧損） 12,630 (10,890) 3,654 3,979 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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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溢利與除稅前溢利之調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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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重列）

經營溢利 18,845 9,373

財務收入 2,729 2,027

財務成本 (3,932) (3,24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785) (1,649)

除稅前溢利 16,857 6,503

 地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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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重列）

日本 149,360 121,106

香港 209,768 168,225

中國大陸 349,827 312,131

亞洲（不包括日本、香港及中國大陸） 94,814 109,255

北美洲 146,989 94,684

西歐 243,700 307,028

收入總額 1,194,458 1,112,429

收入根據最終付運目的地或提供服務所在國家分配。

本集團之收入主要來自數名關鍵客戶。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中源自五大客戶之收入佔本
集團總收入約80%（二零一一年：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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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貿易及票據應收帳款、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及票據應收帳款 455,402 456,903
其他應收帳款 52,632 66,772

508,034 523,675

減：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帳款減值準備 (4,790) (4,790)

503,244 518,885

預付款 5,528 6,618
按金 24,114 6,230

532,886 531,733

減：其他非流動資產（附註） (18,505) (13,086)

514,381 518,647

代表：
貿易及票據應收帳款，扣除準備 451,012 452,513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扣除準備 63,369 66,134

514,381 518,647

附註：  其他非流動資產代表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訂金及收購Full House Lifestyle Concept Sdn. Bhd., 

Full House Management Sdn. Bhd., Trendtastik Sdn. Bhd., Fullhouse Pastry Sdn. Bhd., Layar 

Sinarmas Sdn. Bhd., Peak Century Sdn. Bhd. and Fullhouse Singapore Pte. Ltd.（「Fullhouse集團」）之
已付訂金。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之數期由30日至90日。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500,418 512,696
91至180日 6,509 7,787
181至360日 239 2,631
360日以上 868 561

508,034 523,675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帳款約4,79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790,000

港元）已減值，並已計提全數減值準備。減值乃首先就重大或帳齡較長之結餘進行個別評定，其他結餘根據
帳齡及過往拖欠情況組合以整體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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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帳款減值之建立和回撥，已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內計入一般及行政費用。在準備帳戶
中扣除之金額一般會在預期無法收回額外現金時撇銷。董事之意見，不能收回之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帳款
已在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足夠準備。

於報告日，信貸風險之最高額為上述應收貿易及票據應收帳款、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之帳面值。本
集團沒有持有任何作為質押之抵押品。

6. 可待售資產

本集團與第三者訂立股份買賣協議出售嘉惠投資有限公司「嘉惠」及其附屬公司（「出售集團」）及股東貸款以代
價約為83,936,000港元。嘉惠從事開發及生產電子零件。有關交易完成日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或之前。

有關嘉惠出售項目之資產及負債主要分類如下：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資產分類為可待售資產：
土地使用權 19,799

物業、廠房及設備 55,890

貿易應收帳款 59

現金及銀行結存 9

可待售資產總值 75,757

負債直接有關分類為可待售資產之負債：
貿易應付帳款 1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帳款 992

可待售資產之負債總值 1,003

可待售資產之淨資產總值 74,754

7 貿易應付帳款

貿易應付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318,176 352,113

91至180日 3,299 9,829

181至360日 8,073 2,541

360日以上 4,503 4,910

334,051 36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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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借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信託收據貸款 115,461 150,183

一年內償還之銀行借貸之部份 200,440 212,000

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一年後償還之銀行借貸之部份 10,970 60,900

借貸總額 326,871 423,083

因所有借貸均附有按要求償還條款，故所有借貸之合約到期日為一年內。

本集團於結算日之銀行借貸平均實際利率如下：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銀行借貸，浮息率 2.02% 2.08%

信託收據貸款 1.96% 2.28%

9 收入及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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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重列）

收入
銷售

— 五金塑膠業務 523,024 463,651

— 電子專業代工業務 670,047 646,058

— 消費者及服務業務 1,387 2,720

1,194,458 1,112,429

其他收益
租金收入 3,052 2,791

管理費收入 1,344 1,188

4,396 3,979

收入及其他收益總額 1,198,854 1,11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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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性質分類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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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重列）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3,534 24,99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377 564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79,686 168,734

11 財務成本，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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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收入：
—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729 2,027

財務成本：
— 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支出 (3,932) (3,248)

財務成本，淨額 (1,203) (1,221)

12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之估計應課稅利潤按稅率16.5%（二零一一年：16.5%）計提準備。在簡明綜合損益表支
出之稅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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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重列）

現行稅項
— 香港利得稅

— 本期 3,064 833

— 海外所得稅
— 本期 360 402

遞延稅項 — 1,384

所得稅支出 3,424 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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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按本期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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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重列）

本公司股權益有人應佔每股溢利（千港元） 13,433 3,595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 1,996,196 1,996,196

每股基本溢利（港仙） 0.67 0.18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發行普通股之紅股之影響追溯調整裁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期內之每股基本溢利。

由於所有未行使之購股權皆有反攤薄性，故對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兩個期間之每股溢
利沒有攤薄之影響。

14 股息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為9,981,000港元，相當於每股1.0港
仙（二零一一年：9,549,000港元，相當於每股1.1港仙）。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無）。

15 承擔

 資本承擔

本集團有以下已授權及簽約之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Fullhouse集團之投資 14,000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0,242 4,900

34,242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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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已建議不擬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期間」）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股息），以預留資金供本集團未來發展之用。

業務回顧

1. 歐債危機明顯地影響中歐貿易，致使中國對歐洲的產品出口在低位徘徊。唯美國市場有向
好跡象，但亦未能彌補本集團在歐洲的缺口。況且，美國經濟也要面對「財政懸崖」的潛在
考驗，倘若美國政府處理不善，將對美國經濟復甦帶來極大拖累。加上，中日釣魚台的爭
議，導致出口日本隨之減少，而中國經濟仍強差人意，而本集團仍面對訂單不足，成本上
漲，其中包括勞動工資上漲、人民幣匯率升值及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因素導致利潤微薄。

2.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上升了7%至1,194,458,000港元（二零
一一╱一二年度上半年度： 1,112,429,000港元）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13,433,000港
元（二零一一╱一二年度上半度溢利：3,884,000港元）。

製造業方面：

3. 五金塑膠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了13%至
523,02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63,651,000港元）。主要是影視組
件，塑膠及金屬部件和模具銷售比去年同期多。

4. 電子專業代工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了4%至
670,04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46,058,000港元）。主要是「多功能
數碼複印機配件」及「收銀機系統」銷售增加。

5. 雖然製造業面對不少挑戰，經營環境困難重重，但集團仍會繼續堅守本業，並積極採取多
項措施，包括精簡架構、嚴格監控成本、推行精益生產，選擇生產較好利潤的產品及向客
戶爭取成本上升的價格補償等，以應付成本上升的壓力。另外，集團致力加強自動化生產
能力以解決勞工成本上升及流失率的問題也漸見成效。因此，在人民幣升值、中國最低工
資上揚及普遍工資上升的情況下，本公司之成本仍得以持平，實有賴各項精簡措施的成效。

自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止，集團已投資約18,500,000港元於66台六軸機械手，並不斷
增加使用機械生產的比例，從而提高生產效率，減少原材料損耗，節省勞工開支。自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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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六年起開始推行自動化生產，以提升競爭力，累積多年經驗，加上財務穩健，非一般企
業所能媲美。集團預計下半年會再投資25,000,000港元添置額外80台自動機械手，以加強此
業務的競爭力。此外，集團盡量加強各供應鏈內部的銜接，以減少多餘庫存。

6. 為了有效解決生產廠房用地閒置的問題，集團變現剩餘的工業用地，所得的現金流入則作
一般營運開支及未來發展之用，藉以加強集團之財務狀況；集團已預留足夠土地作工業用
途，以堅守製造業本業。

7. 工業方面，本集團將集中一些邊際利潤較好的項目，主要為零部件五金塑膠及工模生產。
而將減少一些利潤偏低或物料風險較高的業務。因此，資源更能集中及減低存貨風險。

8. 雖然嘉友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嘉友」）（本公司實益擁有49%嘉友之股權）盡力減省成本，但
仍未能轉虧為盈，表現令人失望。本集團現正積極尋求解決的方法。

9. 工業方面的業務頗為平穩；因此，現在工業業務能為多元化業務（多功能會展中心、婚慶超
市、主題餐飲業務及宜興酒店平台等）提供穩健的現金流。

消費者及服務業方面：

10. 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成功完成收購天使之戀攝影（香港）有限公司（「天使之戀」）
及 一 元 旅 遊 有 限 公 司（「一 元 旅 遊」）的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份。藉 此，本 集 團 以「囍 悅 
myAFFECTION」為品牌，打造一條龍經營「婚慶超市」，從而把握發展極具增長潛力的婚慶
業務。本集團期望婚慶業務未來定能為本集團帶來盈利回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之營業額1,38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720,000港元）。

11. 期內，因所有業務（包括多功能會展中心、婚慶超市、主題餐飲業務及宜興酒店平台）仍處
於投資階段，未有重大收入，所以仍出現虧損。

12 此外，集團為配合以上的多元化長遠發展，亦投資於另一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希望成為
長遠策略性的合作伙伴及快速拓展國內的婚慶╱「絨沙金」金飾的銷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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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分佈

本集團一向採取多元化模式擴展業務，不會依賴單一市場，於有關期間，亞洲地區（日本、香港
及中國除外）錄得收入94,814,000港元，日本錄得149,360,000港元，香港錄得209,768,000港元，中
國錄得349,827,000港元，西歐錄得243,700,000港元，北美洲錄得146,989,000港元。

固定資產投資

預算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在

(i) 工業方面的固定資產投資約為50,000,000港元。主要是將機器更新和升級、加強自動化的投
資。

(ii) 婚慶項目：約12,500,000港元。

(iii) 在宜興地產方面：二零一二╱一三財政年度之投資約為140,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上半年度固定資產投資已支出44,033,000港元。其中工業佔
18,673,000港元、活化鳳崗塑膠廠房為多功能會議展覽中心佔9,644,000港元、婚慶項目佔
13,894,000港元及宜興房地產佔1,822,000港元。

前景

五大平台：

(1) 工業；

(2) 活化廠房 — 多功能會展中心

(3) 主題餐廳；

(4) 婚慶超市；

(5) 宜興酒店地塊。

為本集團未來多元化產業的主要路向。

1. (i) 本集團無意終止現有製造業，雖然工業面對不斷挑戰，只要本集團不斷改善及適時變
革，工業仍有可為，甚至有更多發展空間，因此，本集團仍努力不懈，秉承過往三十多
年經驗，深化措施以控制成本，並加強自動化的力度，以抗衡林林總總的不利因素如
人民幣升值、通漲及工資上升等，從而擴大邊際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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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集團亦將集中資源於邊際利潤較高的工模、五金及塑膠零部件、醫療產品及多功能
數碼複印機配件及收銀機系統等業務，而減少一些利潤偏低或物料風險較高的業務，
從而提高工業方面的整體盈利能力。

2. 本集團積極回應市政府「騰籠換鳥，轉型升級，三舊改造」的發展方針，因而逐步轉向創意
文化服務產業，並使工業用地多元化。已把鳳崗閒置廠房改造成多功能會展中心；並於二
零一二年十一月成功地與市政府協辦「客橋文化節暨首屆婚博會」。此舉能活化鳳崗閒置廠
房，且能持續開拓多元化創意文化產業。

3. (i)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Full Benefit Global 
Holdings Limited（「買方」）與Full House Lifestyle Store and Cafe Sdn. Bhd.（「賣方」）訂
立有條件買賣協議（「協議」），而Swee Yik Phang先生為擔保人，據此，賣方有條件同意
出售及買方有條件同意購買賣方所持七家公司（即Full House Lifestyle Concept Sdn. Bhd.
之70%權益、Full House Management Sdn. Bhd.之70%權益、Trendtastik Sdn. Bhd.之70%
權 益、Fullhouse Pastry Sdn. Bhd.之35%權益、Layar Sinarmas Sdn. Bhd.之42%權益、
Peak Century Sdn. Bhd.之17.5%權益及Fullhouse Singapore Pte. Ltd.之14%權益，統稱「標
的公司」）之70%股權，總代價為 24,000,000港元（「收購事項」）。根據協議，擔保人擔保
賣方履行協議項下的責任。根據協議，賣方將向買方授出以「Fullhouse」商號在東南亞
（就協議而言，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香港、澳門及日本，但不包括中華人民共
和國和台灣）繼續經營現有及新設餐廳及餐館的獨家特許權，自完成日期起計為期十
年。

(ii) 標的公司主要以「Fullhouse」商號獲賣方許可根據特許協議於最多十年之期間內，在馬
來西亞和新加坡經營餐廳及餐館。本公司為收購事項正進行盡職調查，有結果後將會
向董事會及股東匯報。

(iii) 浪漫滿屋（「Fullhouse」）乃來自馬來西亞的連鎖飲食餐廳，現時店舖分佈於馬來西亞及
新加坡。浪漫滿屋（「Fullhouse」）不是一般餐廳，而是一間主題特色餐廳，其浪漫滿屋
（「Fullhouse」）吸引力，乃不只是各種食品的風情，而是餐廳本身。其典雅的設計，配
以各種別緻家俱，在戀戀的白屋內，使顧客感受着家中用膳的暖和、親切及閒適。此
外，餐廳內又佈置不同主題影相區，顧客可從中發現古典手動電話、人氣公仔、婚慶佈
置、優雅相框及趣緻鳥籠；甚至可愛迷你Cooper就泊在餐桌附近。顧客猶如回到家裡，
毫無拘束，自由拍照或選購合適衣服、飾物及公仔。顧客還可在各主題房間舉辦各式
宴會及派對，包括溫馨浪漫的婚慶派對，回憶當年情的朋友敍舊宴會、恍如回到讀書
時光的師生敍會及漫妙繽紛的生日會等。這是一間不是餐廳的餐廳，是一間「現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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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餐廳。本集團已開始計劃開拓除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以外的餐廳，明年冀望能於香
港首先開設一家旗艦店，是以融合中西特式及婚慶攝影為一體的餐廳。由於餐廳概念
獨特，本集團期望「浪漫滿屋（Fullhouse）」定會為集團帶來穩定收益，也是本集團的另
一片「藍海」。

4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份，荃灣裝修後的大型婚禮百貨樂園「囍悅myAFFECTION」已開幕，集
團希望憑籍「婚慶超市」的嶄新經營概念，由選購婚紗及首飾，以至婚紗攝影、籌劃海外攝
影及觀光套票等，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及多種婚慶貨品選擇，並有助刺激本公司產業多
元化發展。而尖沙咀的分店亦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相繼開業。雖然現時婚慶項目仍在投
資期，佔本集團收益比例不大，期望未來定為本集團提供一定的盈利貢獻。

5. 宜興商務現正進行裝修，預計二零一四年開業。屆時，宜興商務酒店便可借鏡鳳崗成功發
展模式，作為平台發展婚慶、餐飲、博覽、酒店及地產等多元化產業。集團亦希望藉著豐富
多元化的業務組合，產生更大協同效益，使各業務發展相得益彰。

6. 雖然全球經濟衰退令工業前景受壓，不過，集團仍然會固守本業，並進一步透過『兩條腿走
路』模式，一方面繼續改善工業技術以提升集團在本業的競爭力，強化現有業務；另一方面
則加大力度發展婚慶、餐飲及文化休閒業務，以掌握龐大商機，為集團帶來長遠可持續的
增長。加上，工業業務收益較穩定及出售剩餘廠地所得，為多元化產業提供足夠備用資金。

7. 於本年十月，未經審核之營業額約為206,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月： 188,000,000港元），
上升10%。

然而這個未經審核之營業額數字並不足以代表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業績表
現。請各投資者及股東在買賣本公司之股份時，務須謹慎行事。

流動資源及財務政策

未經審計的淨銀行負債為20,097,000港元，淨銀行負債比率約為2%（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未
經審計的淨銀行負債比率約為15%）。鑒此，我們預計淨銀行借貸比率，於截至財政年度二零
一二╱一三年止仍將維持低於40%之水平。而非流動資產與股東資金比率現已下跌至67%，財
政狀況雖可接受，但管理層已密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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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借貸為326,871,000港元。而現金及銀行存款為306,774,000港元及銀行可用借貸額合共
1,500,100,000港元，我們有信心足以應付本集團目前及未來營運及固定投資之資金需要。

匯兌風險

本集團所有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均以港元、美元或人民幣計算，由於有關期間內人民幣兌換
港元和美元之匯率持續上升，故此對本集團的營運成本產生一定的匯兌壓力和風險。本集團將
努力與客戶爭取在貨價上作出調整，以減低人民幣匯價上升對其業務的衝擊。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有關期間，已由去年同期的約6,400名員工縮減至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的約5,600名員
工。由於本集團在當地建立了良好的信譽，故此於招聘人員上並未遇到重大的困難。

與廣東省各製造業相若，本集團亦經歷勞工短缺及高流失率的情況。但仍秉承以人性化的方法
管理員工，締造和諧氣氛，攜手同心，共創新天。

僱員薪酬乃根據一般市場標準及僱員之表現及經驗釐定，本集團並會根據本公司已審核的業績
透過獎賞評核政策，對有良好表現的員工發放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員工置業補
助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有關期間內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
何股份。

審核委員會

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本公司於一九九九
年一月成立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現由一位非執行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
會負責處理審核範圍內的事宜，包括財務報表的審閱及內部監控；以保障本公司股東的利益。
本公司現在提呈的有關期間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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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一╱二零一二年年報（「年報」）所載之企業管治報告所披露，本公司已應用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生效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舊守則」）項下之原則，並於該
財政期間遵守舊守則之相關條文（於年報所披露者除外）。

聯交所已對上市規則附註十四所載之舊守則作出多項修訂，而經修訂守則（即「企業管治守則及
企業管治報告」（「經修訂守則」））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董事認為，本公司亦已於整
個相關期間遵守經修訂守則之相關條文，惟下文所闡釋者除外：

•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應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並
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何焯輝先生（「何先生」）目前擔任該兩個職位。

何先生為本集團的創辦人，於製造業具備豐富經驗。同時，何先生具備擔當行政總裁所需
之合適管理技巧及商業觸覺之先決條件。董事會相信，由一人同時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的
角色為本集團提供強大兼一致的領導，並可讓本集團更有效及有效率地發展長遠業務策略
及執行業務計劃。因此董事會認為無須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由何先生繼續擔任
這兩個角色。

• 按照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亦須接受重新選舉。何卓明先生於
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獲再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及彼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調任為非執行董事
兼副主席，沒有指定任期。何啓文先生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調任為非執行董事，沒有
指定任期。雖然何卓明先生及何啓文先生的委任沒有指定日期，但仍須根據本公司之細則
輪值告退。

• 守則條文A.4.2則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

根據本公司之細則，在本公司每一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三分之一之當時在任之董事（或，倘
其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則最接近但不多於三分之一之數目）須輪值退任，惟本公司董事
會主席及╱或董事總經理不須按此規定輪值退任或在釐定每年退任董事人數時被計算在
內。此外，任何填補空缺而獲委任之董事或為董事會新增之成員僅可任職至下屆股東週年
大會為止，屆時彼可膺選連任。然而，由於《企業管治守則》的推出及為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守則條文A.4.2，本集團主席及╱或董事總經理將至少每三年自願退任。因此，本公司認為
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良好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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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5，本公司應成立由本公司主席或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主席之提名
委員會，其大部份成員，皆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公司並未有成立提名委員會。董事
會整體負責每年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並審議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事宜，且評
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

•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6.7，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列席股東大會，以
均衡了解股東意見。

本公司之其中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位非執行董事由於另有公務，因此未能出席本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此外，其中一位獨立
非執行董事因與會期間身處上海亦未能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其中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身
處上海皆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所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然而，本公司其他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皆有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股東週年大
會，董事會從而得以均衡了解本公司股東意見。

本公司將繼續不時檢討其常規，以達至高水平之公司管治。

遵守標準守則

期內，本公司已採納嚴格程序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以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
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規定。經本公司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
等於有關期間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在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報告

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至46(9)段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合適時在聯交所的網站刊登。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何焯輝先生、李樹琪先生、陳名妹小姐及趙凱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何卓明先生及何啓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蘇偉俊先生、陳瑞森先生及方海城先
生。

承董事會命 
嘉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何焯輝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謹供識別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