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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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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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32）

二零一五年中期業績

Wong’s Kong K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之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2,400,751 2,591,240

出售土地及樓宇之收益  – 23,899
其他收益  368 137
原材料及已動用消耗品  (1,402,890) (1,560,371)
購買製成品  (485,211) (495,486)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之變動  23,085 (10,311)
僱員福利開支  (337,622) (323,706)
折舊及攤銷  (30,905) (30,369)
其他開支  (142,186) (154,425)
   

經營溢利  25,390 40,608
   

融資收入 4 3,524 8,116
融資成本 4 (5,161) (7,614)
   

融資（成本）╱收入，淨值 4 (1,637)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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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利潤表（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所佔一間合營公司之溢利╱（虧損）  304 (443)
應收一間合營公司款項之呆賬撥備撥回  44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 24,101 40,667

所得稅支出 5 (12,393) (14,320)
   

本期間溢利  11,708 26,347
   

應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926 25,202
非控制性權益  1,782 1,145
   

  11,708 26,347
   

每股盈利 6
（以每股港仙呈列）
 －基本  1.34 3.41
   

 －攤薄  1.33 3.40
   

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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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3,441 13,666
物業、廠房及設備  573,313 578,968
預付款項  798 798
無形資產  14,481 16,624
合營公司之權益  992 639
遞延稅項資產  4,073 4,35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7,045 36,543
長期按金  2,929 2,948
會籍及債券  14,953 14,956
   

非流動資產總值  662,025 669,500
   

流動資產
存貨  766,222 719,15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7 1,410,612 1,337,813
按金及預付款項  35,571 48,552
可收回稅項  389 403
衍生金融工具  45 3
短期定期存款  135,210 99,72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6,932 282,063
   

流動資產總值  2,674,981 2,487,714
   
   

資產總值  3,337,006 3,157,21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資產約滿退回承擔撥備  1,710 1,710
遞延稅項負債  1,456 1,665
退休福利承擔  8,006 8,187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172 1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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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 8 1,001,964 879,370
即期所得稅負債  7,722 7,226
銀行借貸－於一年內到期  751,253 689,246
融資租賃承擔－於一年內到期  357 992
衍生金融工具  748 816
   

流動負債總額  1,762,044 1,577,650
   
   

負債總額  1,773,216 1,589,212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74,761 73,967
 儲備  1,400,870 1,403,774
   

  1,475,631 1,477,741

非控制性權益  88,159 90,261
   

股權總額  1,563,790 1,568,002
   

股權及負債總額  3,337,006 3,157,214
   

流動資產淨值  912,937 910,06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74,962 1,57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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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間溢利 11,708 26,347

其他綜合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3,301 (3,72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除稅淨額 334 2,334
   

本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15,343 24,960
   

應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131 23,705
非控制性權益 3,212 1,255
   

 15,343 2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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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礎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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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
中期財務資料應結合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全年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採納以下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未經審核簡
明合併財務資料與二零一四年年報所依循之主要會計政策一致。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採納以下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二零一一年）（修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改）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改）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以下為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期間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被採納之
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改：

  由以下日期或
  之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改） 披露措施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 折舊及攤銷可接受方法之澄清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會計準則第38號（修改）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 農業：生產性植物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會計準則第41號（修改）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改）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投資實體：應用合併豁免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改）  公司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收購合營公司權益之會計處理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修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規管遞延賬目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改）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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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獲確認為本公司董事。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本集
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該等報告是釐定經營分部之依據。本集團現時
分為兩個經營分部－貿易及製造。本集團之主要業務資料報告均以此等分部為基礎。

貿易 – 製造印刷電路板及電子產品所使用之化學品、物料及設備之貿易及經銷

製造 – 電器及電子產品之製造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資料如下：

 貿易 製造 其他 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外部銷售額 835,643 1,494,758 70,350 – 2,400,751
分部內銷售額 101,794 1,401 6,968 (110,163) – 
     

總額 937,437 1,496,159 77,318 (110,163) 2,400,751 
     

業績
分部業績 17,260 16,661 (8,789) 258 25,390
融資收入 1,419 232 1,873 – 3,524
融資成本 (290) (4,775) (96) – (5,161)
     

 18,389 12,118 (7,012) 258 23,753

所佔一間合營公司之溢利     304
應收一間合營公司款項
 之呆賬撥備撥回     44
     

除所得稅前溢利     2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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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資料如下：

 貿易 製造 其他 抵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外部銷售額 814,146 1,733,780 43,314 – 2,591,240
分部內銷售額 150,017 1,410 7,667 (159,094) –
     

總額 964,163 1,735,190 50,981 (159,094) 2,591,240
     

業績
分部業績 28,928 22,754 (11,065) (9) 40,608
融資收入 1,891 4,674 1,551 – 8,116
融資成本 (321) (7,257) (36) – (7,614)
     

 30,498 20,171 (9,550) (9) 41,110

所佔一間合營公司之虧損     (443)
     

除所得稅前溢利     40,667
     

4. 融資（成本）╱收入，淨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3,524 8,116

利息支出 (5,161) (7,614)
  

融資（成本）╱收入，淨值 (1,637) 502
  



– 9 –

5.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以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四年：16.5%）計算。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一四年：25%）稅率繳納企業所
得稅。台灣之附屬公司須按17%（二零一四年：17%）稅率繳納公司所得稅。其他司法權
區之稅項則按有關司法權區適用之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3,463 4,668
 其他司法權區，包括中國企業所得稅 6,826 6,512
 就附屬公司已宣派股息之扣繳稅項 2,104 3,140
  

 12,393 14,320
  

6.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千元） 9,926 25,20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40,352 739,67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仙） 1.3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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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按假設兌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而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千元） 9,926 25,20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40,352 739,670
就購股權作出調整（千份） 5,044 2,575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千股） 745,396 742,245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1.33 3.40
  

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包括貿易應收賬款（含貿易性質之應收關連人士之款項）港幣
1,382,721,000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318,026,000元）。本集團給予貿
易客戶介乎30天至180天之信貸期。此外，就已建立長期關係之若干客戶而言，本集團
會給予較長信貸期。

以下為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減值撥備）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天 477,131 476,601
31至60天 288,382 403,153
61至90天 244,149 161,134
90天以上 373,059 277,138
  

 1,382,721 1,31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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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

貿易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賬款包括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含貿易性質之應
付關連人士之款項）港幣745,491,000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25,085,000
元）。

以下為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末基於收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天 607,403 278,018
31至60天 59,206 227,641
61至90天 40,832 52,449
90天以上 38,050 66,977
  

 745,491 625,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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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年度上半年之營業額為港幣二十四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7%。本集團錄
得股東應佔溢利港幣九百九十萬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股東應佔溢利港幣二千五百二十
萬元，當中包括出售位於新加坡物業之溢利港幣二千三百七十萬元。

本集團之工業產品貿易部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錄得銷售額港幣八億元，較去年同期增
長約3%，因此，該部門之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上升港幣一千一百六十萬元。該部門所
有主要業務之經營溢利均錄得增長，惟中國貿易業務之經營溢利則錄得輕微下跌。

本集團之原產品製造部於本年度上半年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4%至港幣十五億
元，由於該部門製造之部份原產品銷售量出現週期性下跌所致，因此，經營溢利減少
約40%。

財務

本集團已獲取銀行及其他財務融資合共港幣三十三億二千四百萬元，於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已動用其中港幣八億八千一百萬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
借貸淨額為港幣二億八千九百萬元，其股權總額則為港幣十五億六千四百萬元，因此
淨資本負債比率為18.5%。

本集團大部份銷售以相應購買交易所用之貨幣單位進行，並已訂立外匯合約以在需要
時對沖匯率波動。

資本架構

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無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6,186名僱員，其中291名駐香港、5,573名駐中
國及322名駐海外工作。本集團主要根據僱員之工作表現及經驗，以及考慮現行行業
慣例釐定僱員薪酬待遇。除為僱員提供公積金計劃、醫療津貼、內部及外部培訓課程
外，亦會根據僱員之個別表現及本集團之整體表現向僱員授出購股權及給予酌情花
紅。本集團會定期檢討僱員之薪酬政策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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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鑒於全球經濟復甦存在不明朗因素，預期對本集團所經銷之工業產品之需求將有所放
緩，而該部門於本年度餘下時間將面對艱難之營商環境。

原產品製造部於本年度下半年之訂單量預期較本年度上半年有輕微增長，然而預料二
零一五年全年之訂單量較去年減少，因此已實行節省成本措施，以舒緩對盈利能力之
影響。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
有所偏差載列如下：

守則條文A.4.1

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現任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構成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4.1有所偏
差。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之條文，董事會年內獲委任之任何董事須於彼獲委任後之下
一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接受重新選舉。此外，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
之一之董事（或倘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時，則為最接近者，但不得多於三分之一的
人數）應輪流退任。輪流退任之董事須為自其上次接受重新選舉或獲委任以來任期最
長之董事。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與企業管
治守則所載者相若。

守則條文A.4.2

守則條文A.4.2規定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的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的首次股東
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
次。



– 14 –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本公司全體董事（除執行主席，或董事總經理，或聯席董事
總經理）應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退任，並可接受重新選舉，此與企業管治守則有所
偏離。由於連續性為成功執行任何長遠業務計劃之主要因素，董事會相信，現有安排
對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最為有利。

守則條文A.6.7

守則條文A.6.7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亦應出席股東大會。

除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當時身處海外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舉行之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外，所有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均有出席該股東週年大
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並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
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內之規定標準。向所有董
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向本公司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所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所載之
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關於核數、
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中期賬目。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全體僱員於期內為本集團持續付出之努力、忠誠與支持致以衷心
謝意。

承董事會命
董事
何樹燦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忠桐先生、徐應春先生、何樹燦先生、鄺敏恆先生
及Hamed Hassan El-Abd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梁錦芳博士及許宏傑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何約翰先生、謝宏中先生、Gene Howard Weiner先生及葉維晉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