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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56,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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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期報告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三年最後一季，全球書籍印刷行業出現溫和增長跡

象，增長勢頭並延續自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集團的銷售營

業額增長3%，主要來自Asia Pacific Offset Limited（「APOL」）的

強勁表現。

我們的業務繼續面對客戶的強大定價壓力，令本集團的整體

毛利率輕微下跌。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珠江三角洲的勞工

成本繼續以每年10%的速度上漲。海運成本亦有極大波動。由

於中國市場對書本用紙張的需求上升，令供應過剩（尤其是書

紙）的問題得到改善，並舒緩了造紙商為了保持機器運作而需

要降價的壓力。因此，粉紙及書紙的價格上升約百分之五。由

於市場競爭激烈，絕大部分紙張成本升幅均轉嫁予印刷商，

這主要由新加入出口市場並採取進取定價策略的中國本地書

籍印刷商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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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相信中國書籍印刷行業已臨近「爆發點」。我們所預期

中小型印刷商撤出市場的畫面很有可能於未來兩年出現。本

集團已研究在其他合適亞洲國家設立生產廠房的可行性，以

取代及填補中國書籍印刷業出現結構性變動所產生的空缺。

我們目前認為印度、印尼、越南及泰國等國家並無意或不具

備相關條件成為書籍印刷基地。於未來五年供應商將會出現

整合，書籍印刷商的定價壓力將隨之減輕。中國書籍印刷商

的經營環境將更為有利，可為投資帶來合理回報。截至今日，

香港已有數間書籍印刷商就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度業績發出盈

利預警。在此情況下，本集團將加快整合APOL，並將特別專

注於收益及採購管理方面。管理層堅信，要於全球書籍印刷

行業取得成功，快速的執行能力、獲得紙張價格數據的渠道、

海運及產能是致勝的必要元素。

雖然經營環境不利，匯星印刷將透過審慎管理外匯風險及控

制財務費用將毛利損失降至最低。憑藉本集團強勁的現金狀

況，利息開支得以進一步減少。由於澳元及歐元的強勢，加

上我們營運成本的主要計值貨幣人民幣貶值2%，我們因而錄

得強勁的外匯收益。

前景

二零一四年下半年的訂單情況不俗，二零一四年的銷售收益

可望打破記錄。於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完成向澳洲聯邦銀

行（「CBA」）收購OPUS集團結欠CBA的52,000,000澳元貸款。匯

星印刷現正考慮進行資本重整計劃的可行性，以讓本集團於

二零一四年十月底前取得OPUS的控股權益及主動管理權。

OPUS為一間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銷售營業額達

116,000,000澳元，為澳洲其中一間小說、安全文件、學術雜誌

及商業產品龍頭印刷集團。管理層相信，在OPUS當地管理層

的支持下，OPUS將可於二零一五年轉虧為盈，並預期收購事

項（如確定進行）將可為本集團的未來盈利帶來重大貢獻。



05

-匯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

2014 中期報告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增加3%至約

559,4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542,2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期

內訂單增加。

期內毛利由約146,500,000港元增加至約150,900,000港

元，毛利率維持於27%。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增

加9%至約56,7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52,000,000港

元）。

其他收入增加約3,200,000港元，主要由於匯兌收益6,700,000港

元，而遠期合約之公平價值收益則減少4,000,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3.7%至約77,5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74,700,000港元），銷售及分銷成本對銷售比率穩定維持於

13.8%。行政費用微跌2.4%至約17,700,000港元，此乃由於期內

匯兌虧損淨減少4,800,000港元，而遠期合約之公平價值虧損

增加1,800,000港元及期內股份獎勵費用攤銷。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淨利率

由9.6%微升5%至10.1%，與上述情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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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

409,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9,400,000港

元），當中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133,900,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5,4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

為2.3（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

銀行借貸及融資租約負債合共為89,7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65,1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60,7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300,000

港元）之借貸以港元計值，而29,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4,800,000港元）之借貸是以美元計值。所有借貸

是按浮動利率計息並須於五年內償還，惟其中的2,400,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00,000港元）須於五年後償

還並且受限於須按要求還款之條款。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13.1%（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9.8%），此乃根據本集團之計息債務總額除以股東權益總

額而計算。

期內，本集團為印刷部門購置約11,400,000港元之機器，所需

資金以內部資源撥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

面淨值5,2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00,000

港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及10,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0,2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乃就本集團獲授之一

般銀行融資而抵押。

本集團之政策為定期監管其流動資金需求、其遵守貸款契約

的情況以及其與往來銀行之關係，確保其保持充裕的現金儲

備以及獲主要金融機構承諾提供足夠的資金額度，以此應付

短線以至長期的流動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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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持至到期投資及現金及銀行結餘
為195,800,000港元

外匯管理

本集團之銷售額以不同貨幣計值，主要為美元、澳元、

歐羅及英鎊。此外，本集團之成本及開支主要以美元、港

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不時訂立外匯合約以對沖其貨幣風

險。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置印刷機器之承

擔約為1,300,000港元。有關收購將以銀行借貸及本集

團之內部資源撥付。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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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559,407 542,201

直接經營成本 (408,555) (395,751)

毛利 150,852 146,450

其他收入 17,960 14,769

銷售及發行成本 (77,475) (74,745)

行政費用 (17,680) (18,111)

其他費用 (3,121) (2,934)

財務費用 4 (1,078) (1,505)

除所得稅前溢利 5 69,458 63,924

所得稅開支 6 (12,836) (11,894)

本期間溢利 56,622 52,030

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或重新歸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虧損）╱收益 (1,845) 4,56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845) 4,56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54,777 56,592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溢利：

 公司擁有人 56,695 51,968

 非控股權益 (73) 62

56,622 52,03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公司擁有人 54,850 56,523

 非控股權益 (73) 69

54,777 56,592

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之每股盈利 7

 －基本 7.36港仙 7.56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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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與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92,862 196,070
 投資物業 9 10,040 10,192
 無形資產 65,931 66,117
 遞延稅項資產 10,837 10,614

279,670 282,993
流動資產
 存貨 114,017 79,80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押金 10 406,794 399,445
 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財務資產 – 694
 持至到期投資 61,849 –
 已抵押現金及銀行結餘 – 33,36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3,932 112,035

716,592 625,34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207,503 177,692
 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財務負債 1,818 –
 銀行借貸 12 89,747 64,612
 融資租約負債 13 – 526
 稅項撥備 8,499 3,064

307,567 245,894

流動資產淨值 409,025 379,4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88,695 662,44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979 967

979 967

資產淨值 687,716 661,473

權益
 股本 14 7,700 7,700
 儲備 679,614 653,298

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 687,314 660,998
非控股權益 402 475

權益總額 687,716 66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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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71,073 57,353

投資業務

 已收利息 119 40

 已抵押現金及銀行結餘減少（增加） 33,365 (9,530)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3,867) (20,38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205 314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所付之款項 – (475)

 收購附屬公司 – (28,000)

 持至到期投資增加 (61,849) –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42,027) (58,033)

融資業務

 居間控股公司貸款減少 – (33,500)

 供股之所得款項 – 100,000

 股份發行開支 – (1,205)

 所籌得銀行借貸 40,000 –

 償還銀行借貸 (14,745) (33,498)

 已支付銀行借貸利息 (1,077) (1,175)

 已支付融資租約負債之本金部份 (526) (3,092)

 融資租約付款之利息部份 (1) (75)

 已支付居間控股公司利息 – (255)

 派付股息 (30,800) –

融資業務（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7,149) 27,2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21,897 26,52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2,035 96,193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3,932 122,71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3,932 12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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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公司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

權益

合計

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合併儲備 繳入盈餘 其他儲備

僱員

賠償儲備

擬派

末期股息 保留溢利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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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之結餘（經審核） 7,700 173,078 3,231 (136,875) 310,125 (201) 976 30,800 272,164 660,998 475 661,473

已派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 – – – – – – – (30,800) – (30,800) – (30,800)

確認以股本結算之股份付款開支 – – – – – – 3,838 – – 3,838 – 3,838

已歸屬股份回購及獎勵股份結算 – – – – – – (1,572) – – (1,572) – (1,572)

與擁有人交易 – – – – – – 2,266 (30,800) – (28,534) – (28,534)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56,695 56,695 (73) 56,622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換算 – – (1,845) – – – – – – (1,845) – (1,84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1,845) – – – – – 56,695 54,850 (73) 54,777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未經審核） 7,700 173,078 1,386 (136,875) 310,125 (201) 3,242 – 328,859 687,314 402 687,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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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擁有人應佔

非控股

權益

合計

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合併儲備 繳入盈餘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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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經審核） 5,000 76,983 (970) (136,875) 310,125 – 196,898 451,161 796 451,957

供股之股份（附註14） 2,000 98,000 – – – – – 100,000 – 100,000

紅股發行之股份（附註14） 700 (700) – – – – – – – –

股份發行開支 – (1,205) – – – – – (1,205) – (1,205)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所付之

 款項（註） – – – – – (38) – (38) (437) (475)

與擁有人交易 2,700 96,095 – – – (38) – 98,757 (437) 98,320

本期間溢利 – – – – – – 51,968 51,968 62 52,030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換算 – – 4,555 – – – – 4,555 7 4,56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4,555 – – – 51,968 56,523 69 56,592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7,700 173,078 3,585 (136,875) 310,125 (38) 248,866 606,441 428 606,869

註：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本集團進一步分別以155,000港元及320,000港元之現金代價收購兩家業務包

括印刷及圖像設計服務之附屬公司Oceanic Graphic International Inc.及海濤製作有限公司之20%股本權益，將自身股本權益由80%增加至

100%。兩家公司各自資產淨值之賬面值比例與就額外權益所支付之代價間之差額38,000港元已貸記入其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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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按照百慕達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主要從事提供印刷服務。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之地址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本公司之股份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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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財務報告」而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按公平價值計量。

除採納本附註下文所披露之新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均屬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亦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 徵費

採納以上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及過往會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公司董事現正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

響，但尚未能斷定有關準則對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會否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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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已識別本集團僅有一個可呈報分部，而該唯一分部為提供印刷服務。按地理位置劃分之本集團收益之分析如

下：

收益－根據客戶所在國家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216,707 223,000

西班牙 82,136 68,129

澳洲 79,889 65,894

英國 98,066 77,052

墨西哥 32,646 32,645

德國 12,277 17,569

巴西 6,932 4,118

香港（總部） 6,579 15,589

新西蘭 6,105 13,923

其他地區 18,070 24,282

559,407 542,201

就本集團營運分部所呈列之各項總數與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呈列的本集團主要財務資料的對帳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溢利 70,536 65,429

財務費用 (1,078) (1,505)

除所得稅前溢利 69,458 6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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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還之銀行貸款（當中包含須按要求還款之條款）之利息支出 1,077 1,175

應付居間控股公司之利息開支 – 255

融資租約支出 1 75

1,078 1,505

5.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攤銷 186 185

折舊 15,734 15,397

僱員福利開支 70,626 62,399

有關經營租約或租約的已付最低租金之租賃物業及生產設施 5,125 4,95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35 208

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財務資產之虧損（收益） 1,807 (3,983)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6,744) 4,843

利息收入 (11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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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在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扣除╱（計入）之所得稅開支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費用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12,489 10,697

海外稅項

 －本年度 647 1,70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60

遞延稅項－本年度 (300) (567)

12,836 11,894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就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三年：16.5%）之稅率作出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乃按本

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就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作計算本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56,695 51,968

股份數目（千股）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70,000 68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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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土地

及樓宇

傢俬及

裝置

辦公室

設備 租賃裝修

電腦設備

及系統 汽車 機器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成本 5,790 4,550 4,962 48,991 10,505 2,476 278,258 355,532

累積折舊 (446) (3,603) (3,382) (29,221) (9,583) (608) (112,619) (159,462)

賬面淨值 5,344 947 1,580 19,770 922 1,868 165,639 196,070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期初賬面淨值 5,344 947 1,580 19,770 922 1,868 165,639 196,070

匯兌差異 – – (8) (33) (2) (5) (1,105) (1,153)

添置 – 24 534 634 1,047 182 11,446 13,867

出售 – – – – – – (340) (340)

折舊 (172) (234) (334) (2,368) (418) (247) (11,809) (15,582)

期末賬面淨值 5,172 737 1,772 18,003 1,549 1,798 163,831 192,86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5,790 4,544 5,485 49,588 11,370 2,649 287,652 367,078

累積折舊 (618) (3,807) (3,713) (31,585) (9,821) (851) (123,821) (174,216)

賬面淨值 5,172 737 1,772 18,003 1,549 1,798 163,831 192,86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5,17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44,000港元）之若干租賃土

地及樓宇乃就本集團獲授之一般銀行融資而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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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資物業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10,192

折舊 (152)

期末賬面淨值 10,04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10,370

累積折舊 (330)

賬面淨值 10,04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投資物業已抵押予銀行以擔保本集團獲授之一般銀行融資。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押金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45至150天之信貸期。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應收款項按銷售發票日期及扣除結算日之

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88,968 84,793

31至60天 93,837 68,167

61至90天 127,427 65,442

91至120天 53,433 92,354

121至150天 18,189 42,438

150天以上 7,355 32,637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389,209 385,831

其他應收款項及押金 17,585 13,614

406,794 39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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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57,484 43,508

31至60天 16,266 17,309

61至90天 20,634 10,187

91至120天 7,127 1,127

120天以上 1,032 2,049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102,543 74,18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4,960 103,512

207,503 177,692

12. 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所得銀行借貸為40,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無）及本集團根據相

關還款條款償還14,74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33,498,000港元）之銀行貸款。

所有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貸款均以本公司的公司擔保抵押，另8,25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836,000港元）之銀行貸款乃以一董事及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之個人擔保、本集團5,172,000港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44,000港元）及10,04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192,000港

元）作進一步抵押。

13. 融資租約負債

所有融資租賃負債已於期內全數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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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 1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770,000 7,700

15.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尚未撥備之資本承擔為約1,277,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50,000港元）。

16. 股息

(a) 上個財政年度應佔、於中期批准及派付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中期期間內批准及派付的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04港元 30,800 –

(b) 中期期間應佔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每股中期股息－ 0.025港元（二零一三年：0.020港元）（註） 19,250 15,400

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之中期股息（將以現金支付）乃參照本報告刊發日期之770,000,000股已發行普通股計

算。中期股息並無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內反映為應付股息，但將會反映為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保留盈

利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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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之間的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而並無於本附註內披露。本集團與其他有關連人士於截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進行之重要交易詳情披露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向有關連公司支付之租金開支 80 –

已向居間控股公司支付之利息開支 – 255

董事認為，有關連人士交易乃於一般正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且以正常商業條款達成。上列有關連人士交易構成

上市規則第14A章所界定之獲豁免關連交易。

(b)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本公司董事屬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乃由薪酬委員會參照個別人士的表現及市場趨勢

釐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2,840 1,963

離職後福利 8 8

2,848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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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19. 公平價值計量

(i) 經常性之公平價值計量

第2層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衍生財務工具：

 －遠期外匯合約 – 694

負債

衍生財務工具：

 －遠期外匯合約 1,818 –

(ii) 並非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財務工具之公平價值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持至到期投資、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銀行貸款、融資租約負債及居間控股公司貸款以

與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價值並無重大變動之成本或攤銷成本列賬。

(iii) 公平價值計量

遠期外匯合約之公平價值乃以報告日期之遠期外匯市場匯率計量。

20.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Bookbuilders BVI Limited（「Bookbuilders」）與一間銀行訂立約務更替契

據，據此，Bookbuilders以20,880,000澳元收購Opus Group Limited（「Opus」，其股份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結欠銀行之債

務約52,620,000澳元。買債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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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披露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份）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及淡

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

下：

(i)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企業權益 權益合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股份） （股份） （股份） （股份） (%)

劉竹堅先生（附註1） 35,371,906 無 267,111,627 302,483,533 39.28

李海先生 6,160,000 無 無 6,160,000 0.80

林永業先生 644,048 無 無 644,048 0.08

(ii) 期內未歸屬獎勵股份

董事姓名

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歸屬

期內註銷╱

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股份） （股份） （股份） （股份） （股份）

楊士成先生 556,000 – – – 556,000

林永業先生 416,000 – – – 416,000

附註1： 在267,111,627股股份當中，678,910股股份、258,135,326股股份及8,297,391股股份乃分別由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先傳媒」）、City 

Apex Limited及青田集團有限公司（「青田集團」）實益擁有。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先傳媒由City Apex Limited擁有53.34%及

由青田集團擁有1.70%。青田集團為City Apex Limited之最終控股公司。劉竹堅先生擁有青田集團發行股本之67%，因此，劉先

生視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於上述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所深知，本公司之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以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並

無亦並無被當作於本公司或其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按本公司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第352條之規定所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

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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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不包括本公司之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而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或淡倉：

權益性質

股東姓名╱名稱 實益擁有人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權益合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股份） （股份） （股份） (%)

劉竹堅先生（附註1） 35,371,906 267,111,627 302,483,533 39.28

青田集團有限公司（附註1） 8,297,391 258,814,236 267,111,627 34.69

City Apex Limited（附註1） 258,135,326 678,910 258,814,236 33.61

JobStreet Corporation Berhad 54,112,030 無 54,112,030 7.03

陳晃枝先生 52,299,804 無 52,299,804 6.79

Mr. Webb David Michael（附註2） 11,144,168 27,536,808 38,680,976 5.02

附註1： 在267,111,627股股份當中，678,910股股份、258,135,326股股份及8,297,391股股份乃分別由先傳媒、City Apex Limited及青田集團實益擁

有。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先傳媒由City Apex Limited擁有53.34%及由青田集團擁有1.70%。青田集團為City Apex Limited之最終控股

公司。劉竹堅先生擁有青田集團發行股本之67%，因此，劉先生視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於上述股份中擁有權益。

附註2： 38,680,976股份當中的27,536,808股由Preferrable Situation Assets Limited實益擁有。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Preferrable Situation Assets Limited

由Webb David Michael先生直接擁有100%，因此，Webb先生被視作於上述由Preferrable Situation Assets Limited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任何其他人士（不包括本公司之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

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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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獎勵計劃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本公司採納股份獎勵計劃以表揚及鼓勵參與者作出的貢獻，並激勵彼等進一步推動本公司的營

運及發展，以及吸引合適人才加入本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並無向僱員授出新股份獎勵，亦無購買股份。以股本結算之股份付款開支

3,838,000港元已於期內損益確認。

下表披露由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僱員持有的未歸屬獎勵股份之期內變動：

未歸屬獎勵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已歸屬股份回購及

獎勵股份結算

（附註） 期內註銷╱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董事 972,000 – – 972,000

僱員 9,388,000 (1,607,500) – 7,780,500

總計 10,360,000 (1,607,500) – 8,752,500

授予董事及本集團僱員之未歸屬獎勵股份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獎勵股份數目 歸屬日期 歸屬期間 每股平均公平價值

（港元）

30.12.2013 3,602,500 31.12.2014 13個月 0.97

30.12.2013 1,000,000 28.1.2015 14個月 0.97

30.12.2013 4,000,000 28.12.2015 25個月 0.97

30.12.2013 150,000 31.12.2015 25個月 0.97

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回購若干已歸屬股份，而若干獎勵股份已於歸屬期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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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之前居間控股公司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先傳媒」）已採納由其股東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三日通過之決議案批准之購股

權計劃，據此，先傳媒可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董事、僱員、任何顧問及服務供應商授出購股權以認購其股份。先傳媒於二零

一四年五月二日以實物分派方式進行分派後已不再為本公司之居間控股公司。

下表披露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僱員持有之購股權截至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期內之變動：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本期內行使

本期內註銷╱

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

五月二日

尚未行使

董事 450,000 (450,000) – –

僱員 376,000 (376,000) – –

總計 826,000 (826,000) – –

已授出予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僱員之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已授出購股權數目 歸屬期 可行使期間 每股行使價

（港元）

11.6.2010 675,000 11.6.2010至10.6.2011 11.6.2011至10.6.2015 1.60

11.6.2010 675,000 11.6.2010至10.6.2012 11.6.2012至10.6.2015 1.60

23.6.2010 2,100,000 23.6.2010至22.6.2011 23.6.2011至22.6.2015 1.636

23.6.2010 2,100,000 23.6.2010至22.6.2012 23.6.2012至22.6.2015 1.636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本公司經向全體董事明確查詢後，並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而言在董事買賣證券方面有不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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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約1,065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1,049名）。本集團僱員之薪級具競爭力，而

僱員亦會根據本集團整體之薪金及紅利制度架構，因應本身之表現獲得獎勵。其他僱員福利包括股份獎勵、公積金、保險及

醫療保障。

中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董事會已議決，建議向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人登記冊的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25港元（二零一三年：0.02港元）。股東登記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於該期間內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領取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方為有效。有關股息權證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前後寄發

予股東。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吳麗文博士、楊家聲先生和徐景松先生組成，其權責範圍符合上市規則之規定。審核委員

會檢討本集團之財務報告及內部控制，並向董事會作出有關推薦意見。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認為有關報告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並

已作出充份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楊家聲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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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執行董事
楊士成先生
劉竹堅先生
李海先生
林永業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家聲先生（主席）
李效良教授
徐景松先生
吳麗文博士

公司秘書
陳麗明女士FCPA, FCCA

監察主任
劉竹堅先生

授權代表
劉竹堅先生
陳麗明女士

駐百慕達代表
Codan Services Limited

審核委員會
吳麗文博士（主席）
楊家聲先生
徐景松先生

提名委員會
楊家聲先生（主席）
劉竹堅先生
徐景松先生
吳麗文博士

薪酬委員會
楊家聲先生（主席）
劉竹堅先生
徐景松先生
吳麗文博士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
干諾道中111號
永安中心25樓

法律顧問
張秀儀 唐滙棟 羅凱栢 律師行
香港
港灣道30號
新鴻基中心5樓501室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中1號

花旗銀行
香港
中環花園道3號
花旗銀行廣場
花旗銀行大廈
39至40樓，43至50樓

股份過戶登記辦事處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MUFG Fund Services (Bermuda) Limited
The Belvedere Building
69 Pitts Bay Road
Pembroke HM08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觀塘
開源道50號
利寶時中心5樓2至3室

網站
www.1010printing.com

股份代號
1127



www.1010printing.com

1010 Printing Group Limited
匯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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