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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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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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IME GROUP LIMITED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20）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的未經審核
中期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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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470,003 1,306,842

銷售成本 (1,309,334) (1,180,785)  

毛利 160,669 126,057
其他收入 5,792 5,714
銷售及分銷開支 (37,851) (35,901)
行政開支 (93,713) (80,244)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9,179) (40,492)
融資成本 5 (3,750) (3,05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580 689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23,548 (27,233)
所得稅開支 7 (5,245) (4,862)  

本期間溢利╱（虧損） 18,303 (3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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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8,305 (32,094)
非控股權益 (2) (1)  

18,303 (32,095)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9
基本 2.2港仙 (3.9)港仙  

攤薄後 2.2港仙 (3.9)港仙  

本期間股息的詳情於本公告附註 8披露。

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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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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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溢利╱（虧損） 18,303 (32,095)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於其後期間將其他全面收益╱（開支）重新分類至
損益：

換算海外業務的外匯差額 (5,267) 5,098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13,036 (26,997)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3,038 (26,996)

非控股權益 (2) (1)   

13,036 (2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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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3,980 109,719

商譽 36,420 36,420

會所債券 705 705

無形資產 55,374 47,68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296 2,717

可供出售投資 7,750 7,750

預付款項及按金 2,577 7,213  

非流動資產總額 231,102 212,205  

流動資產
存貨 694,842 614,687

應收貿易賬款 10 553,727 560,68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0,017 48,094

可收回稅項 2,608 2,28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32,227 590,907  

流動資產總額 1,933,421 1,816,65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655,739 525,29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96,711 92,001

附息銀行借款 306,749 320,618

欠聯營公司款項 – 4

欠非控股股東款項 160 160

應付股息 16,600 –

應付稅項 6,217 5,570  

流動負債總額 1,082,176 943,644  

流動資產淨額 851,245 873,00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待續） 1,082,347 1,08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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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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續） 1,082,347 1,085,21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565 7,565  

資產淨值 1,074,782 1,077,646  

權益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83,000 83,000

儲備 990,975 993,837  

1,073,975 1,076,837

非控股權益 807 809  

權益總額 1,074,782 1,077,646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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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法例三，經
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 公 司 的 註 冊 地 址 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主要營業地點則位於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1座9樓。

本集團主要從事研究及開發、設計、生產及買賣電子控制裝置產品。

2.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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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除於本期間內採納下文附註2.2所載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
則及詮釋）外，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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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貫徹一致。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投資實體 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金融資產與金融
負債抵銷 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衍生工具
的更替及對沖會計的延續 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造成任何
重大財務影響。

3. 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銷售貨品的發票淨值（扣除退貨與貿易折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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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組成各業務單位。管理層會分開監察其經營分部
的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方面作出決定。分部表現乃根據經調整除稅前溢利╱
（虧損）計量的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作評估。

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 電器控制裝置 工商業控制裝置 總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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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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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409,165 336,336 769,714 733,051 291,124 237,455 1,470,003 1,306,842        

分部業績 37,867 22,480 200 (37,072) 20,122 6,274 58,189 (8,318)      

銀行利息收入 3,247 2,766

其他收入
（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 2,545 2,948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38,263) (22,262)

融資成本 (3,750) (3,05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580 689 – – – – 1,580 689  

除稅前溢利╱（虧損） 23,548 (27,233)

所得稅開支 (5,245) (4,862)  

本期間溢利╱（虧損） 18,303 (32,095)  

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 電器控制裝置 工商業控制裝置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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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452,154 453,827 615,906 570,580 129,930 148,671 1,197,990 1,173,07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296 2,717 – – – – 4,296 2,717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962,237 853,060  

資產總額 2,164,523 2,02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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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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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項目的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透支 3,750 3,056  

6.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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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1,294,907 1,176,311

折舊 16,882 17,360

無形資產攤銷 # 16,299 13,965

將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 14,427 4,474

銀行利息收入 (3,247) (2,766)

外匯差額淨額 ### 4,405 (7,25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 5,250 48,237  

# 本期間無形資產攤銷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行政開支」內。

## 將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銷售成本」內。

### 外匯差額淨額以及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其
他經營開支淨額」內。

本期間其他經營開支淨額包括就分類為可供出售投資的向被投資方墊款金額為2,5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的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其他經營開支淨額包括應收Fagor Electrodomesticos 

Sociedad Cooperativa、FagorBrandt SAS及Fagor Mastercook S.A.（統稱「Fagor集團」）貿易賬款金額
為48,237,000港元的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詳情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中期報告披露（財務報表附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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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於本期間，香港利得稅乃就於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二零一三年：
16.5%）作出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當時適用的
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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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1,188 86

即期－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 4,057 4,883

遞延 – (107)  

本期間總稅項支出 5,245 4,862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並無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內（二零一三年：無）。

8. 股息

本集團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9.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本期間溢利18,30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32,094,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830,000,000股（截至二
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普通股830,00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
間溢利18,305,000港元及普通股832,039,318股（即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而
該加權平均數的計算已將本期間可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調整在內。

用於計算本期間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對賬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30,000,000
本期間因假設行使全部已發行攤薄購股權
而無償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39,318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32,039,318 

由於本公司未行使的購股權對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
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並無就攤
薄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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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方式與其客戶訂立貿易條款。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介乎一至三個
月。

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結算日按到期付款日並經扣除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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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內 490,092 491,127

一至兩個月 13,280 23,210

兩至三個月 4,366 14,025

超過三個月 45,989 32,319  

553,727 560,681  

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包括本集團聯營公司結欠款項15,41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16,295,000港元），該款項與本集團提供予主要客戶的信貸條款相近。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報告結算日按到期付款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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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內 555,118 484,359

一至兩個月 83,376 17,101

兩至三個月 2,375 1,660

超過三個月 14,870 22,171  

655,739 525,291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一般付款期介乎一至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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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摘要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12.5%至1,470,003,000港元。本公司
所有者應佔本期間綜合純利為 18,305,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則為虧損淨額32,094,000港元。本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為2.2港仙，而去
年同期為每股基本虧損 3.9港仙。

業務回顧及財務摘要

營業額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營業額為 1,470,00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2.5%。營業額
增加主要由於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業務以及工商業控制裝置業務受惠於美洲
經濟復甦所致。此外，由於本集團持續拓展至亞洲市場及拓展「SALUS」品牌業
務，本集團的收益亦持續增長。

盈利能力及利潤率

本期間的毛利為 160,66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126,057,000港元增加 27.5%。毛
利率則由去年同期的9.6%上升至10.9%，主要由於銷售額及材料減耗增加以及
更有效控制固定成本，不止於悉數抵銷預期價格下降及中國整體薪酬上升所
致。本集團的營業額及利潤率有所改善，主要由於「SALUS」品牌業務以及利潤
率相對較高的產品在亞洲市場持續增長。同時，本集團透過減耗材料及控制固
定成本進一步減省開支。

於本期間，本集團所有者應佔綜合純利，由去年同期虧損淨額32,094,000港元轉
為盈利18,305,000港元。其中去年同期虧損包括應收Fagor集團金額為48,237,000

港元的貿易賬款減值。若去年同期的本集團所有者應佔綜合虧損淨額不包括
此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本期間可比本集團所有者應佔綜合純利將反映上述各
項改善令溢利上升 13.4%。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其他收入5,792,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5,714,000港元。其
他收入主要包括銀行存款產生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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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分部利潤率扭轉情況上升至4.0%，而去年同期則為負0.6%，主要由
於電器控制裝置業務的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48,237,000港元所致。倘不計及去年
期間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本集團去年同期的分部利潤率將為3.1%，而電器控制
裝置業務的分部利潤率將為1.5%。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業務的分部利潤率大
幅上升，乃由於SALUS品牌業務銷售收益增長18%。此外，由於成本效率改善令
銷售額上升 22.6%，本集團工商業控制裝置業務分部利潤率亦錄得改善。

展望

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極具挑戰，長期的不利因素對逐步恢復強勁增長的節能
控制裝置解決方案業務造成打擊。本集團將繼續開拓全球客戶群、瞄準毛利率
較高市場及進一步拓展歐亞市場，以於控制裝置及智能家居業務維持增長動
力。

本集團將繼續以加強研發能力為重心，特別是無線科技及品牌業務，該兩項業
務持續獲得市場認可。

儘管中國內地的製造業經營環境面對工資上升、通脹及人民幣升值等挑戰，惟
本集團預期主要客戶的需求將不斷增加。全球新業務增長率逐步改善及美國
市場好轉的跡象亦令前景充滿希望。

隨著全球復甦過程加快，本集團將繼續嚴格控制成本及提高營運效率與生產
力，以帶來更佳業績。本集團亦將繼續致力優化產品組合，同時推出利潤較高
的智能及無線創新產品，從而鞏固其涉足新客戶市場的能力，帶動業務增長。

由於控制裝置及智能業務的市場競爭激烈，本公司管理層預期未來一年的客
戶訂單將持續波動，而其毛利亦將持續承受壓力。本公司亦可能繼續面對若干
風險，包括人民幣升值、中國通脹、勞工短缺、材料短缺以及客戶及供應商難
以履行合同義務。該等風險及其他因素可能會影響本集團的銷售、利潤率及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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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於本期間繼續維持穩健的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為 632,227,000港元，當中大部分以美元或
港元計值，而268,498,000港元則以人民幣計值。整體而言，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
1.79倍，維持穩健水平。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附息銀行借款總額為 306,749,000港元，主要包括一
年內應付的銀行貸款。該等借款大部分以美元、港元或歐元區貨幣計值，所應
用利率主要根據浮動利率條款釐定。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權益總額為1,073,975,000港元。本
集團的現金淨額結餘（即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額扣除附息銀行借款總額）為
325,478,000港元，故並無適用的資產負債比率。

財資政策

本集團大部分買賣以美元及港元計值，另有較小部分以歐元區貨幣計值。由於
港元與美元掛鈎，故本集團在此方面面對的外匯風險較低。本集團於中國大陸
生產設施的若干製造及營運經常費用以人民幣計值。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並無就對沖訂立的未動用金融工具。儘管如此，本集團將密切監控
其整體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並採納積極審慎的措施，以於需要時將有關風險
減至最低。

資本開支及承擔

於本期間，本集團產生的資本開支總額約為56,064,000港元，用作添置物業、廠
房及設備以及有關開發新產品支付遞延開支。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主要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有已訂約但未
撥備的資本承擔 3,076,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銀行存款及其他資產，以作為
其銀行融資的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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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約3,600名全職僱員。本期間的員工成
本總額為 167,042,000港元。本集團一般根據僱員個人資歷及表現、本集團的業
績及市況每年檢討薪金及工資。本集團為其僱員提供年終雙糧、酌情花紅、醫
療保險、公積金、教育資助及培訓。本公司亦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
司可向本集團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旨在獎勵對本集團作出貢
獻的人士，並鼓勵僱員為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努力提升本公司及其股
份的價值。截至本公告日期，該項購股權計劃有29,326,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三
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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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一直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藉以提高本公司的管理效率，以及保
障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本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及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本集團董事、高級人員及若干僱員（該等人士可能得知有關
本公司或其證券的未刊發內幕消息）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自訂操守守則（「自
訂守則」），其條款並不寬鬆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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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
確認，彼等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自訂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此外，據本公司所知，概無本集團僱員曾於本期間未有遵守自訂守則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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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陸觀豪先生（審核委員會主
席）、施維德先生及張正樑先生，以及本公司兩名非執行董事甘志超先生及Arvind 

Amratlal Patel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
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已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該
等中期業績。

本公司已委聘其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
的香港相關服務準則第4400號「接受委託進行有關財務資料的協定程序」對本
集團於本期間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進行若干程序。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
與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討論此等程序的結果，包括本集團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時
採納的會計政策的一致性，以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六
要求作出的有關披露。

刊發進一步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資料的本公司本期間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交本公司
股東，並在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computime.com)內刊
載。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向本集團管理層及員工於本期間一直對本集團作出的努
力及貢獻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歐陽和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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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歐陽和先生（主席）
Owyang King博士（行政總裁）
區慶麟先生（副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甘志超先生
Arvind Amratlal Patel先生
王俊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觀豪先生
施維德先生
張正樑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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