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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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6）

二零一四╱一五年中期業績公佈

偉祿集團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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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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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51,050 48,524
銷售成本  (17,118) (16,157)
   

毛利  33,932 32,367
其他經營收入 5 2,592 3,472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37) (1,043)
行政開支  (36,726) (28,953)
其他經營開支  (273) –
財務費用 6 (101) (68)
   

未計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7 (1,813) 5,775
所得稅開支 9 (1,070) (1,103)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溢利  (2,883) 4,672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
 （虧損）╱溢利 8 (3,743) 13,001
   

本期（虧損）╱溢利  (6,626) 1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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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由下列人士應佔之（虧損）╱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溢利  (2,831) 4,672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溢利  (3,743) 13,00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之本期（虧損）╱溢利  (6,574) 17,673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  (52) –
   

非控股權益應佔之本期虧損  (52) –
   

本期（虧損）╱溢利  (6,626) 17,673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之每股（虧損）╱盈利 11

 －基本  (港幣1.04仙) 港幣2.78仙
   

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虧損）╱盈利 11

 －基本  (港幣0.45仙) 港幣0.7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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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本期（虧損）╱溢利 (6,626) 17,673

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於日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出售附屬公司時撥回之匯兌差額 68 –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之財務報表時產生
 之匯兌收益 855 299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1,022 –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產生
 之遞延稅項開支 (224) –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於扣除稅項後 (4,905) 17,972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4,905) 17,972
  

由下列人士應佔之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853) 17,972

非控股權益 (52) –
  

 (4,905) 1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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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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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9 140,761

預付租賃款項  – 2,644

投資物業  123,040 123,040

其他資產  – 1,100

遞延稅項資產  171 590
   

  125,920 268,135
   

流動資產
存貨  603 26,504

應收貿易賬項 12 18,468 98,39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22,281 40,157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3 – 78,25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0,451 135,307

可退回稅項  – 397
   

  101,803 379,01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4 6,220 59,27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17,694 43,749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負債 13 – 1,622

附息借貸  – 13,618

應付稅項  1,433 8,108
   

  25,347 126,372
   

流動資產淨值  76,456 252,63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2,376 52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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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7,164 34,980
   

資產淨值  175,212 485,794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 63,535 63,535

儲備  111,677 422,259
   

總權益  175,212 48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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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在附註8所述之出售事項完成及向美林控股有限公司（「美林」）出
售本公司338,331,036股股份一事完成後，董事認為美林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美林為一
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在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後，本公司之名稱由昌明
投資有限公司更改為偉祿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由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起生效。

偉祿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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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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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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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新準
則及修訂（相關披露載於本中期財務資料附註2）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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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十八日經董事會批准。

2. 新訂立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影響
採納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或之後生效之新訂立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本集團於本期間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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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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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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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訂立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影響（續）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立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下列已頒佈之新訂立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惟尚未生效而
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釐清可接納之折舊及攤銷方法3

 第38號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1號之修訂本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之會計處理3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4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2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1

1 對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對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或進行之交易生效
3 對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對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引入有關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香港
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其後於二零一零年作出修訂，加入有關金融負債分類及計量及有關終止
確認之規定，並於二零一三年作出進一步修訂，加入有關一般對沖會計處理方法之新規定。
於二零一四年頒佈之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另一個經修訂版本主要加入a)有關金融資產之減
值規定；及b)藉為若干簡單債務工具引入「透過其他全面收入按公平價值列賬」（「透過其他全
面收入按公平價值列賬」）計量類別，對分類及計量規定作出有限修訂。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之主要規定載述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須按
攤銷成本或公平價值計量。具體而言，於目的為收回合約現金流之業務模式中持有之
債務投資，以及合約現金流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的債務投資，一般按
其後會計期間結算日之攤銷成本計量。於目的為同時收回合約現金流及出售金融資產
之業務模式中持有之債務工具，以及金融資產條款令於特定日期產生之現金流純粹為
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的債務工具，按透過其他全面收入按公平價值列賬之方
式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則按其後報告期間結算日之公平價值計量。此
外，根據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實體可以不可撤回地選擇於其他全面收入內呈列股
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者）其後之公平價值變動，而在一般情況下，僅有股息收入會於
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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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訂立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影響（續）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立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續）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b) 就計量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負債而言，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規定，金融負債因其信貸風險變動引致之公平價值變動數額於
其他全面收入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該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影響會造成或擴
大損益之會計錯配則作別論。金融負債因其信貸風險變動而引致之公平價值變動其後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
融負債之公平價值變動全部數額均於損益呈列。

c) 就金融資產之減值而言，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項下按已產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相反，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規定按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規定實體於
各報告日期將預期信貸虧損及該等預期信貸虧損之變動入賬，以反映信貸風險自初始
確認以來之變動。換言之，毋須再待發生信貸事件方確認信貸虧損。

d) 一般對沖之新會計處理規定保留現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可使用之三類對沖會計機制。
根據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已為符合對沖會計處理之交易類型引入更大的靈活性，
特別是擴闊符合對沖工具之工具類型及符合對沖會計處理之非金融項目之風險組成部
分的類型。此外，效益性測試已經全面革新及以「經濟關係」原則取代。對沖效益性亦
不需再作追溯評估。該準則亦加強有關實體風險管理活動披露之規定。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及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根據年度改進過程頒佈之修訂對多項現時並不清晰之準則作出非急切之輕微改動。其中，香
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已經修訂，以釐清倘實體使用重估模式之情況下應如
何處理賬面總值及累計折舊。資產之賬面值乃重列為重估金額。累計折舊可與資產之賬面總
值對銷。或者，賬面總值可按與重估資產賬面值一致之方式予以調整，而累計折舊則調整至
相等於賬面總值與計及累計減值虧損後之賬面值之間的差額。

本集團正在評估該等新訂立或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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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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貨品 9,985 8,585

提供服務 41,065 39,939
  

 51,050 4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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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持續經營業務之須報告分類：

(a) 商業印刷類－提供財經印刷、數碼印刷及其他相關服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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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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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按
金、銀行結餘及現金、可退回稅項及遞延稅項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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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負債不包括並非直接歸於任何經營分類業務且並無分配予任何分類之企業負債。分類負
債包括應付貿易賬項、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誠如附註8所詳述，本集團於本期間終止經營兩個須報告及經營分類，即從事生產瓦通紙盒、
包裝紙盒及兒童趣味圖書之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包裝紙盒及兒童趣味圖書分類（「包裝分
類」）以及食品及飲品分類（「食品及飲品分類」）。因此，下列之分類資料並不包括已終止經營
業務之任何款額，有關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詳情載於附註8。

提供予本集團執行董事有關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須報告經營分類之資料載列如下：

  製造及銷售籤條、標籤、
 商業印刷 裇衫襯底紙板及膠袋 撇銷 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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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5 39,939 9,985 8,585 – – 51,050 48,524

集團內各類別間之銷售 375 174 820 464 (1,195) (638) – –
        

總計 41,440 40,113 10,805 9,049 (1,195) (638) 51,050 48,524
        

須報告分類業績 4,631 5,437 894 725 – – 5,525 6,162
      

未分配收入：
利息收入       106 953

租金收入       2,289 2,198

未分配開支       (9,632) (3,470)
        

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1,712) 5,843

財務費用       (101) (68)
        

未計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1,813) 5,775

所得稅開支       (1,070) (1,103)
        

本期（虧損）╱溢利       (2,883) 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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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製造及銷售籤條、標籤、
 商業印刷 裇衫襯底紙板及膠袋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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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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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58 16,139 6,699 4,453 29,557 20,592

未分配資產：
 投資物業     123,040 123,040

 應收貸款     – 24,5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0,451 5,124

 汽車零件按金     7,674 –

 租金按金     3,970 –

 遞延稅項資產     171 197

 未分配企業資產     2,860 381
      

持續經營業務之資產總值     227,723 173,834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資產     – 473,312
      

綜合資產總值     227,723 647,146
      

須報告分類負債 18,105 15,527 2,702 2,380 20,807 17,907

未分配負債：
 附息借貸     – 10,418

 遞延稅項負債     27,164 27,124

 應付稅項     1,433 788

 未分配企業負債     3,107 –
      

持續經營業務之負債總額     52,511 56,237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負債     – 105,115
      

綜合負債總額     52,511 16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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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收入 106 953

租金收入 2,289 2,198

其他 197 321
  

 2,592 3,472
  

6.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透支、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開支 101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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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計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未計所得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45 42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83 –

 職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3,994 23,004

 匯兌虧損淨額 375 47
  

8.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Harmony Link Corporation（「Harmony Link」）訂立一項
買賣協議（「資產重組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地同意出售、而Harmony Link則有條件地
同意購買Brilliant Stage Holdings Limited（「Brilliant Stage」）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Brilliant 

Stage集團」）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就此所涉及之現金代價為180,000,000港元。Brilliant Stage集
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包裝紙盒及印刷兒童趣味圖書；以及食品及飲品業務，此
兩項業務已由於出售而被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有關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之通函內。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完成。Brilliant Stage集
團之資產及負債於出售日期之賬面值於附註19披露。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溢利 (2,516) 13,001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附註19） (1,227) –
  

 (3,743) 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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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18,232 251,483

銷售成本 (105,567) (201,757)
  

毛利 12,665 49,726

其他經營收入 2,805 4,880

銷售及分銷成本 (2,427) (5,994)

行政開支 (13,441) (31,162)

其他經營開支 (310) (1,999)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708) 15,451

財務費用 (22) (276)
  

未計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730) 15,175

所得稅 (1,786) (2,174)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溢利 (2,516) 13,001
  

經營現金流量 73,532 23,754

投資現金流量 (190,858) (12,145)

融資現金流量 10,000 (7,264)
  

現金流量總額 (107,326) 4,345
  

就呈列上述之已終止經營業務，比較之綜合全面收益表已經重新呈列，猶如於本期間內終止
經營之業務於比較期間開始時已終止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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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稅項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香港 1,003 1,156

即期稅項－海外 – 44
  

 1,003 1,200

遞延稅項開支╱（抵免） 67 (97)
  

 1,070 1,103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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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團實體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10. 股息
(a) 歸入本期間之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5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 317,677 –
  

董事並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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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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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港幣2仙 – 12,707

  

11.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6,574) 17,67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股份數目 635,353 635,353
  

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因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兩段期間均無攤薄潛在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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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盈利（續）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經重新呈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本期（虧損）╱溢利 (6,574) 17,673

減：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溢利 (3,743) 13,001
  

就計算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
 （虧損）╱盈利 (2,831) 4,672
  

計算上述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所使用之股份數目相同。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為已終止經營業務每股港幣0.59仙（二零一三年：已終止經
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港幣2.05仙），乃根據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3,743,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溢利13,001,000港元）及上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所使用之
股份數目計算。

12. 應收貿易賬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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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7 99,965

減：應收賬項減值準備 (409) (1,570)
  

應收貿易賬項－淨額 18,468 98,395
  

應收貿易賬項之信貸期一般為30日至90日（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30日至1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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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賬項（續）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貿易賬項（扣除準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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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0 46,934

31日至60日 3,630 20,132

61日至90日 2,528 18,181

90日以上 4,100 13,148
  

 18,468 98,395
  

13.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負債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在香港上市之股本投資 – 3,977

在香港之非上市債務投資 – 53,171

在香港之非上市貨幣票據 – 91

在海外上市之股本投資 – 506

在海外之非上市基金投資 – 20,506
  

 – 78,251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金融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在香港之非上市貨幣票據 –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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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貿易賬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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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0 59,275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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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8 27,383
31日至60日 975 10,401
61日至90日 1,026 8,403
90日以上 1,561 13,088
  

 6,220 59,275
  

15. 股本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每股面值0.10港元
 之普通股 800,000,000 80,000
法定普通股增加 19,200,000,000 1,920,000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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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353,119 63,535
  

16. 經營租賃承擔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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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8 489 11,370 501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52,839 954 6,004 1,651
五年後 – – 10,176 –
    

 70,047 1,443 27,550 2,152
    



20

17. 資本承擔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辦公室物業修繕工程 1,738 –

 －收購辦公室設備  442 –
  

 2,180 –
  

18. 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a)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

薪金及津貼 3,231 3,311

退休金計劃供款 239 251
  

 3,470 3,562
  

一名董事配偶之報酬：

薪金及津貼 170 360

退休金計劃供款 5 12
  

 175 372
  

 以上報酬已付予一名已於本期間辭任之董事的配偶。

(b) 本公司董事雷勝明先生（已於本期間辭任）持有一間向Brilliant Stage集團（已出售，詳情
載於附註8及19）旗下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供應食材之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約28%。
有關交易乃按公平原則進行，其條款乃由有關訂約方相互協定。

向一名關連人士採購 1,066 1,190
  

(c) 此外，誠如附註8所述，本公司已以現金代價180,000,000港元出售Brilliant Stage集團予
Harmony Link，而本公司董事雷勝明先生、雷勝昌先生及雷勝中先生（彼等均已於二零
一四年七月十八日辭任）於Harmony Link中擁有實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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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出售附屬公司
誠如附註8所披露，本公司與Harmony Link訂立資產重組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地同意出
售、而Harmony Link則有條件地同意購買Brilliant Stage集團之全部股本權益。Brilliant Stage集
團於出售日期之資產淨值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出售之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9,032
預付租賃款項 2,624
其他資產 1,100
存貨 27,261
應收貿易賬項 128,48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13,8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348
可退回稅項 250
應付貿易賬項 (81,414)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42,188)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負債 (1,835)
附息借貸 (13,200)
應付稅項 (8,417)
遞延稅項負債 (7,687)
 

 181,159
出售時撥回之匯兌差額 68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內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期間虧損（附註8） (1,227)
 

總代價 180,000
 

以下列方式支付：
現金 180,000
 

出售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現金代價 180,000
出售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23,348)
 

 15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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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金融資產及負債類別概要
(a) 下表載列本集團持有之金融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及公平價值之概覽：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 78,251

貸款及應收賬項：
 －應收貿易賬項 18,468 98,395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9,508 33,28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0,451 135,307
  

 88,427 345,238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金融負債 – 1,622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6,220 59,27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15,180 34,276

 －附息借貸 – 13,618
  

 21,400 108,791
  

本集團按成本或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與其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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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金融資產及負債類別概要（續）
(b) 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之公平價值計量

下表呈列根據公平價值架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按公平價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及負
債之資料。此架構根據計量此等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價值所使用的主要輸入資料的
相對可靠程度，將金融資產及負債劃分為三層組別。公平價值架構分為以下各層：

－ 第1層： 相同資產及負債於活躍市場的報價（未作調整）；

－ 第2層： 就資產及負債而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從價格推衍）可觀察的輸入資料
（不包括第1層所包含的報價）；及

－ 第3層： 並非根據可觀察的市場數據而有關資產或負債的輸入資料（無法觀察的
輸入資料）。

金融資產或負債整體所應歸入的公平價值架構內的層次，應基於對公平價值計量具有
重大意義的最低層次輸入資料。

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按公平價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乃劃分為以下的公平價值
架構：

 本集團
 第1層 第2層 第3層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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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持作買賣用途
 之上市證券 – 4,483 – – – – – 4,483

持作買賣用途
 之非上市證券 – 73,768 – – – – – 73,768

負債
持作買賣用途
 之非上市證券 – (1,622) – – – – – (1,622)
        

總公平價值 – 76,629 – – – – – 76,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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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金融資產及負債類別概要（續）
(b) 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之公平價值計量（續）

上市投資之公平價值乃基於受規管交易市場所報買盤價而釐定。非上市債務投資及非
上市基金投資之公平價值乃參考活躍市場上實際定期進行的公平市場交易所報之買盤
價而釐定。該等工具均計入第1層。

就其他非上市貨幣票據及非上市掛鉤票據而言，公平價值乃使用蒙地卡羅模擬模式或
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等估值方法釐定。在取得有關數據之情況下，該等估值方法就重
要輸入資料盡量使用可觀察市場數據，並盡可能減低對實體特定估計的依賴。該等工
具均計入第2層。

於報告期間，第1層與第2層之間並無轉移。計量公平價值之方法與估值技術與過往年
度維持不變。

21. 報告日期後事項
(i) 本公司建議藉發行158,838,279股新普通股（「供股股份」），以籌集158,838,279港元，認購

價為每股供股股份1.00港元（「認購價」）。未繳股款供股股份按股東（不包括海外股東）
（「合資格股東」）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七日或之前（或本公司可能同意之有關其他日期）
每持有四股普通股獲配發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暫定配發予合資格股東（「供股」）。於
扣除有關供股之一切必要開支（包括向包銷商支付之佣金及本公司產生之相關專業費
用）後，供股之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55,800,000港元。有關供股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
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八日之上市文件。供股已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四日完
成。

(ii)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本公司與本公司之董事蘇嬌華女士訂立一項協議，以有
條件地收購一間從事提供證券經紀服務之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就此所涉及之現金代
價為21,000,000港元。收購事項須待若干條件獲達成或豁免後，方為完成。有關收購事
項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之公佈。

於報告日期，收購事項之若干或全部條件尚未獲達成或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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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業務營運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出售製造及銷售瓦通紙盒、包裝紙盒及兒童趣味
圖書（「包裝分類」），以及食品及飲品（「食品及飲品分類」）業務分類後，本集團之
主要業務為商業印刷（「商業印刷分類」）以及製造及銷售籤條、標籤、恤衫襯底紙
板及膠袋（「籤條分類」）。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亦成立一間公司，以從事銷售及分
銷汽車零件業務。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錄得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營業額約51,1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同期所錄得持續經營業
務之營業額約48,500,000港元增加5.2%。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毛利率於回顧期內
維持穩定，約為66.5%，而二零一三年同期則為66.7%。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持
續經營業務之溢利由去年同期之溢利約4,700,000港元減少7,600,000港元至虧損約
2,900,000港元。權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下跌主要乃由於企業開支增
加，當中包括出售Brilliant Stage Holdings Limited所產生之法律及專業開支增加，
以及位於香港的新總辦事處租金開支增加。

籤條分類於期內稍見改善。於回顧期間，來自此業務分類之收益由去年同期約
8,600,000港元上升至約10,000,000港元。收益增加主要乃由於來自現有及新客戶的
籤條及標籤訂單增加。因此，來自此業務分類之溢利由去年同期約700,000港元（經
重新呈列）溫和上升至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900,000港元。

商業印刷分類於本期間之收益錄得2.8%之增長，表現維持穩定。此業務分類產生
之收益39,900,000港元上升至41,100,000港元，而此業務分類之溢利則由去年同期之
5,400,000港元（經重新呈列）減少至4,600,000港元，此乃由於回顧期間內僱員成本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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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出售Brilliant Stage Holdings Limited，其包括包裝分類以及
食品及飲品分類。因此，本集團錄得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約3,700,000港元，乃源
自經營虧損約2,500,000港元及出售Brilliant Stage Holdings Limited之虧損約1,200,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錄得經營溢利約13,000,000港元。
下跌主要乃由於包裝分類客戶訂單減少及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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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
三十日之現金與銀行結餘及短期銀行存款合共約達60,5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135,3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借貸，而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按照附息借貸約13,600,000港元及總權益485,800,000

港元計算，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2.8%。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所持有之現金、流動資產價值及未來收入將足以應付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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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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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集團
毋須承擔任何重大匯兌風險。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對沖而使
用任何金融工具。

財務擔保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作出任何公司擔保，亦無為擔保任何銀行
融資向銀行抵押本集團任何資產。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授予本
集團附屬公司之一般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約328,300,000港元之公司擔保，有關擔保
乃以本集團所擁有約64,8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之法定押記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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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發展商業印刷業務、籤條業務以及新成立的銷售及分銷
汽車零件業務。商業印刷及籤條業務之經營環境將會繼續充滿挑戰。為達致銷售
增長，本集團將壯大其業務開發團隊，藉以不斷擴大其客戶群，並且實行嚴控成本
策略。

為維持長遠發展，董事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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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三
年：無）。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恪守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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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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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在職員工數目約為119名，其中約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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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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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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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酬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分別為李珏博士、林曉輝先生及余亮暉先生。委員會由
李珏博士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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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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個回顧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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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余亮暉先生、方吉鑫先生及李珏博士。
委員會由余亮暉先生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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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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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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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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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曉輝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曉輝先生、蘇嬌華女士及林曉東先生，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亮暉先生、方吉鑫先生及李珏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