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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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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勤達集團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86,008 157,383
銷售成本 (143,423) (126,416)

  

毛利 42,585 30,967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6 4,395 9,864
銷售及推廣支出 (12,962) (12,389)
行政費用及其他經營支出 (42,985) (43,734)

  

經營虧損 7 (8,967) (15,292)
融資費用 8 (5,713) (7,465)

  

除稅前虧損 (14,680) (22,757)
稅項抵免 9 197 292

  

本期間虧損 (14,483) (22,465)
其他全面收入：
 日後或會重列入損益之項目 
  淨匯兌差額 1,990 (2,764)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2,493) (25,229)
  

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4,288) (22,018)
 非控制性權益 (195) (447)

  

(14,483) (22,465)
  

應佔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2,769) (24,311)
 非控制性權益 276 (918)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2,493) (25,229)
  

港幣仙 港幣仙
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 11 (0.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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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結算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約付款 60,918 61,635
 物業、廠房及設備 93,081 98,248
 墓園資產 514,157 506,439

  

668,156 666,322
  

流動資產
 存貨 12 44,153 46,904
 墓園資產 83,771 82,812
 應收賬款 13 105,831 70,27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11,717 12,847
 現金及銀行結存 110,904 117,252

  

356,376 330,08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4 54,332 44,20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49,957 42,512
 應付一名非控制性股東之款項 1,366 1,366
 遞延收入 – 51
 應付稅項 21,528 21,689
 銀行借款 60,210 40,017
 可換股票據 101,805 –

  

289,198 149,838
  

流動資產淨值 67,178 180,247
  

總資產值減流動負債 735,334 846,569
  

權益
 股本 220,721 220,721
 儲備 274,428 287,197

  

 股東資金 495,149 507,918
 非控制性權益 70,291 70,015

  

權益總額 565,440 577,933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27,720 31,250
 可換股票據 – 96,129
 遞延收入 1,640 1,459
 遞延稅項負債 140,534 139,798

  

169,894 268,636
  

735,334 84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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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勤達集團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主板上市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在香港之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中環遮打
道18號歷山大廈25樓。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為Gold Throne Finance Limited擁有60.8%權益之附屬公司。
該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Chuang’s Consortium International Limited（莊士機構國際
有限公司）（「莊士機構」）（於百慕達註冊成立及在聯交所主板上市之有限責任公司）之全資
附屬公司。董事會視莊士機構為最終控股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印刷製品生產及銷售，以及墓園發展
及經營。

2. 編製基準

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採用歷史成本法編製，且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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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告一併閱讀，該財務報告依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編製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時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告所採用者相符。

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和修訂，
其對本集團始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或該日以後之會計期間生效及適用於本集團業務：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告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2011)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2011) 獨立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2011)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對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所持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告、合營安排及於其他實體所持 

 權益之披露：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一年期間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年度完善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和修訂之影響，認為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
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而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之呈列方式亦毋須作出
任何重大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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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生效之準則及現有準則修訂

以下為已頒佈及適用於本集團業務且本集團始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或該日以後之會
計期間必須採納，惟本集團尚未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和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對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資產減值－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之披露 
 （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之延續 
 （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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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工具：披露－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 
 （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本集團將於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和修訂開始生效時予以採用。本集團已開始評估其對
本集團之影響，惟目前尚未能確定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會否產生任何重大影
響。

3. 財務風險管理

(a)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業務承受多項不同之財務風險，包括信貸風險、流動資金風險、現金流量及
公平值利率風險、匯兌風險及價格風險。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並未包括全年財務報告
必 須 載 列 之 所 有 財 務 風 險 管 理 資 料 及 披 露，故 應 與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告一併閱讀。自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後，本集團之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b) 流動資金風險

與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比，金融負債之約定未貼現計算的現金流
量並無任何重大變動。

(c) 公平值估算

於活躍巿場買賣之金融工具的公平值乃根據結算日巿場報價釐定，而其他金融資產
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值乃根據基於貼現現金流量分析之公認定價模式釐定。

董事認為，按攤銷成本列入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
公平值相若。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商或經濟環境並無出現任何會影響本集
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公平值之重大變動。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
屬於公平值計量第三等級之金融工具，且並未就任何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作出第一
與第二等級之間的轉移，亦未重列任何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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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大會計估算及判斷

本集團根據以往經驗及其他因素（包括在有關情況下相信為對未來事件之合理預測）對編
製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時採用之估算及判斷持續作出評估。編製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時採用
之估算及假設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告所採
用者相符。

5. 分部資料

(a) 按業務呈列之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決策人」）為執行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主要決策人審視本集
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主要決策人從營運角度去考慮業務，包括印刷、墓園及行政。主要決策人根據分部
業績估算去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

按業務呈列之分部資料如下：

印刷 墓園 行政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三年
收益 180,479 5,529 – 186,00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311 (29) 113 4,395

    

經營虧損 (5,490) (1,181) (2,296) (8,967)
融資費用 (2,407) (220) (3,086) (5,713)

    

除稅前虧損 (7,897) (1,401) (5,382) (14,680)
稅項（支出）/抵免 (186) 383 – 197

    

本期間虧損 (8,083) (1,018) (5,382) (14,483)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資產總值 294,876 618,752 110,904 1,024,532

    

負債總額 106,113 163,244 189,735 459,092
    

二零一三年
以下為其他分部項目：
資本支出 5,985 3,723 – 9,708
折舊 11,112 346 – 11,458
預付租約付款攤銷 700 37 – 737
應收賬款減值 158 – – 158
收回先前已撇銷之應收賬款 919 – –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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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 墓園 行政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二年
收益 153,713 3,670 – 157,38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9,517 3 344 9,864
    

經營虧損 (10,199) (2,945) (2,148) (15,292)

融資費用 (1,467) – (5,998) (7,465)
    

除稅前虧損 (11,666) (2,945) (8,146) (22,757)

稅項（支出）/抵免 (109) 401 – 292
    

本期間虧損 (11,775) (2,544) (8,146) (22,465)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產總值 271,593 607,562 117,252 996,407

    

負債總額 92,376 158,702 167,396 418,474
    

二零一二年
以下為其他分部項目：
資本支出 5,683 8 – 5,691

折舊 11,134 372 – 11,506

預付租約付款攤銷 818 37 – 855

應收賬款減值 2,000 – – 2,000

收回先前已撇銷之應收賬款 1,436 – –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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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域分部資料

本集團在多個不同地域經營業務。收益按客戶所在之國家呈列。非流動資產、資產
總值及資本支出則按資產所在之國家呈列。按地域呈列之分部資料如下：

收益 資本支出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7,868 10,283 159 1,429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6,429 5,294 9,549 4,262

美國 65,475 56,457 – –

英國 41,102 33,258 – –

德國 24,114 13,621 – –

法國 16,506 19,423 – –

其他國家 24,514 19,047 – –
    

186,008 157,383 9,708 5,691
    

非流動資產 資產總值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976 3,034 196,676 155,884

中國 666,180 663,288 827,856 840,523
    

668,156 666,322 1,024,532 996,407
    

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12 344

出售廢料 2,637 2,375

收回先前已撇銷之應收賬款 919 1,43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4,150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43) 312

雜項 970 1,247
  

4,395 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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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營虧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已扣除：

已售存貨成本 97,274 93,356

折舊 11,458 11,506

預付租約付款攤銷 737 855

應收賬款減值 158 2,00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酬 56,734 43,979

 退休福利成本 683 491
  

8. 融資費用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支出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借款 2,408 1,467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可換股票據 6,806 5,998
  

9,214 7,465

應收賬款之公平值調整 220 –

於墓園資產資本化之數額 (3,721) –
  

5,713 7,465
  

以上分析乃根據有關協議所載之協定預設還款日期呈列融資費用。就墓園資產採用之實
際資本化利率為每年14.86%（二零一二年：不適用）。

9. 稅項抵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46) (109)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160 –

遞延稅項 383 401
  

197 292
  

由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二年：零）。
中國企業所得稅則根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中國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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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零）。

11.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乃根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14,28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2,018,000港元）及本期
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2,207,208,000（二零一二年：2,207,208,000）股計算。

與可換股票據可能進行換股有關之潛在普通股對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兩段六個月期間具反攤薄作用。

12. 存貨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 24,036 23,919

在製品 11,957 14,397

製成品 8,160 8,588
  

44,153 46,904
  

13.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印刷業務客戶30日至180日之信貸期。墓園業務應收取之出售收益則按各
別合約之條款結付。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後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30天 31,306 22,421

31至60天 26,431 13,363

61至90天 24,353 10,967

超過90天 23,741 23,519
  

105,831 7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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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賬款

以下為應付賬款按供應商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30天 36,667 29,754

31至60天 8,231 6,407

超過60天 9,434 8,042
  

54,332 44,203
  

15.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惟未撥備之資本開支承擔
為3,84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5,22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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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有關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之論述

本集團主要從事印刷業務及物業業務。印刷業務包括印刷製品生產及銷售，
產品包括藝術圖書、包裝盒及兒童圖書，而物業業務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之墓園發展及經營為主。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收益約186,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57,40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增長18.2%，主要因為印刷製品之銷售增加。本集團收益包括印刷業
務收入約180,5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53,700,000港元）及墓園業務收入約5,500,000
港元（二零一二年：3,700,000港元）。

隨著收益增長，期內毛利增加37.4%至約42,6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1,000,000
港元）。本集團之毛利率由19.7%上升至22.9%，主要由於收益增長及有效之原
料成本控制。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減至約4,4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9,900,000
港元），主要因為二零一二年錄得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而期內並無
錄得同類收益。

成本方面，銷售及推廣支出約為13,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2,400,000港元）。
銷售及推廣支出對收益之比率由去年同期之7.9%下降至本期間之7.0%。行政
費用及其他經營支出約為43,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3,700,000港元）。行政費
用及其他經營支出對收益之比率由去年同期之27.8%下降至本期間之23.1%。
兩項比率之下降均由於嚴控營運成本。於本期間，由於一張可換股票據之利
息支出資本化，融資費用減至約5,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7,500,000港元）。

綜合上述所有因素，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權益持
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4,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2,000,000港元）。每股虧損為港
幣0.6仙（二零一二年：港幣1.0仙）。

股息

由於期內本集團錄得虧損，董事會議決不建議宣派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
一二年：零）。



– 12 –

業務回顧

(A) 印刷業務

數碼出版迅速發展，環球經濟又一直未轉明朗，特別是在美國及歐洲，均
對各地市場之印刷需求持續造成沖擊，以致小型印刷服務供應商漸受淘汰，
但這卻加速了印刷業之整固。憑藉久已確立之信譽及與客戶超卓之交易
往績，本集團正好受惠於這趨勢，把握機會爭取更大之市場比率。因此，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印刷業務在銷售方面取得17.4%之溫和增長。

成本方面，本集團利用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已成功精簡了生產工序及收緊
了成本控制，因而得以提高營運效率並改善邊際利潤。本集團將繼續優化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之監察功能，相信於未來數年印刷業務之邊際利潤將
可進一步提升。

本集團位於東莞沙田鎮臨海產業園之工業土地的面積約為78,000平方米。
於全面發展時，該土地可供發展成樓面面積共120,000平方米之廠區。地基
工程經已完成，而一幢宿舍亦已接近完工。為盡量善用這項資產，本集團
已將土地擁有人之經營範圍擴大至包括倉庫 業務，並會繼續探討其他用
途方案，包括將該土地整幅或部份出租或出售予第三者，以為股東帶來最
大回報。

本集團另一廠區毗鄰東莞長安鎮中心，周邊為發展及配套完善之優質住
宅及商業區。鑑於該周邊地區龐大之發展潛力，當地政府現正考慮將其重
新規劃及發展成一個綜合商住區。本集團已大幅縮減長安鎮廠房之生產
作業，並正等候當地政府有關重新規劃之最後決定。一旦當地政府落實有
關決定，本集團將展開該土地之規劃設計，以全面發揮其重新發展之潛力。

(B) 物業業務－墓園經營

本集團在廣東四會市經營墓園－「聚福寶華僑陵園」，目前佔地518畝，其中
已發展100畝，並保留一幅毗連之4,482畝土地，即合共5,000畝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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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擴展其銷售代理網絡，並與內地之風水師傅磋商
進行聯合推廣，以提高墓園之知名度及招攬更多客戶。此外，當地政府已
批准在聚福寶華僑陵園內設立一個烈士紀念陵園，以吸引人們前來悼念
及追思先烈。本集團相信長遠來說這烈士陵園有助提高墓園之知名度及
增加其銷售額。

為進一步提升墓園之價值，本集團繼續檢討墓園之發展規劃。本集團已計
劃在現有之100畝土地範圍內增闢2,414幅墓地，其中1,042幅正在施工中。
長遠發展方面，本集團已開始與當地政府洽談批准在另外之418畝土地內
作分階段擴展。同時，本集團已修訂該418畝土地之總體規劃圖，並將提交
當地政府審批。該418畝土地內現正興建一條新路，以為日後其進一步之
擴展工程做好準備。

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預期環球經濟依然波動及未可預測。面對外圍挑戰，本集
團將專注於擴大銷售團隊及推行成本控制措施。本集團相信持續之銷售增長
及理想之成本效益為長遠取得盈利之關鍵。

隨著市場對內地優質墓地之需求持續增長，墓園投資之回報亦正在提升。再者，
憑藉已建立之銷售網絡及在客戶間之信譽，本集團相信墓園業務長遠將可帶
來穩定之收益。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110,900,000港元（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117,300,000港 元），而 於 同 日 之 銀 行 借 款 約 為
87,9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71,300,000港元）。負債資本比率（即
銀行借款除以本集團權益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之百分比）為17.8%（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14.0%）。本集團大部份現金、銀行結存及銀行借款均以港元及
人民幣為單位。銀行借款利息乃按香港及中國之浮動商業市場利率計算。

根據貸款協議所載之協定預設還款日期，且不計及任何按通知還款條文之影響，
本集團約62.2%之銀行借款須於第一年內償還，14.9%須於第二年內償還，而其
餘22.9%須於第三至第五年內償還。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資產淨值約為495,100,000
港元，相等於每股約0.22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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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因洪定豪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即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主
席及行政總裁兩職並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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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
分為獨立之職務。董事會認為此結構有助強化及貫徹領導之職能，因而有利
於作出及實施有效及一致之決策。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其他事務而並無根
據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出席本公司之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2013
股東週年大會」）。所有其他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均有出
席2013股東週年大會。

除上述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均有遵守管
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視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管理，
並檢討與核數師之關係。審核委員會已依照有關要求召開會議。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
員會及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
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現任審核委員會
成員為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石禮謙先生、李秀恒博士及邱智明先生和一位非
執行董事黎慶超先生。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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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查詢後，本公司已接獲彼等確
認均有遵守標準守則所訂之標準。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
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員工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其分判加工廠房）約聘有1,640名職員
及工人。本集團通常每年檢討員工薪酬，並為員工提供其他福利，包括年終
雙糧、酌定花紅、供款公積金、購股權及醫療保險。在有需要時，本集團亦會
提供員工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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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交所網頁內登載中期業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第46段規定披露之所有適用資料）將於適當時登載於聯交所之網頁內。

承董事會命
勤達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Mida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主席及董事總經理

洪定豪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洪定豪先生、莊家蕙小姐及莊家淦先生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黎慶超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而石禮謙先生、李秀恒博士及邱智明先生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