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2 1,395,420 1,345,372
銷售成本 (1,207,426) (1,189,654)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187,994 155,718

其他收入及收益 17,394 13,229
分銷成本 (34,214) (34,106)
行政及銷售支出 (142,042) (139,678)
其他經營支出 (4,538) (40,997)

經營溢利/(虧損)經營溢利/(虧損)經營溢利/(虧損)經營溢利/(虧損) 24,594 (45,834)

融資成本 3 (3,396) (4,422)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4 21,198 (50,256)

所得稅 5 (9,172) (2,078)

本期溢利/(虧損)本期溢利/(虧損)本期溢利/(虧損)本期溢利/(虧損) 12,026 (52,334)

應佔應佔應佔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927 (52,463)
非控制性權益 1,099 129

12,026 (52,334)

香港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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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450)：450)：450)：450)

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會欣然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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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經審核之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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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港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 1.2 (5.8)

攤薄 1.2 (5.8)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7 13,618               9,079                  

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虧損)本期溢利/(虧損)本期溢利/(虧損)本期溢利/(虧損) 12,026 (52,334)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會於其後重新歸入損益之項目

貨幣換算差異 (291) (26,677)
無形資產值變更 30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值變更 3,046 35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本期其他全面收益本期其他全面收益本期其他全面收益，，，，無稅項影響無稅項影響無稅項影響無稅項影響 3,055 (26,642)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本期全面收益總額本期全面收益總額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15,081 (78,976)

應佔:應佔:應佔: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4,012 (74,562)
非控制性權益 1,069 (4,414)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本期全面收益總額本期全面收益總額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15,081 (78,97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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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05,017 1,256,678
土地使用權 85,687 87,249
無形資產 9,505 9,43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6,968 43,929
在建中物業 1,910 1,91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1,620 12,050
購買非流動資產按金 28,581 17,669                

總非流動資產總非流動資產總非流動資產總非流動資產 1,389,288 1,428,923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566,450 515,293
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 8 799,078 781,00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5,420 40,149
可收回所得稅 1,025                 1,340
已抵押定期存款 84,751               82,558
原存款期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246,757             47,54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39,913 917,658

總流動資產總流動資產總流動資產總流動資產 2,383,394 2,385,554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3,772,682 3,814,477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52,854 1,652,854
儲備 1,014,632 1,014,238
擬派發股息 13,618               18,157

2,681,104 2,685,249
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非控制性權益 159,872 158,803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2,840,976 2,844,052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借款 90,000 194,667
遞延所得稅負債 56,353 56,858

總非流動負債總非流動負債總非流動負債總非流動負債 146,353 25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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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及票據 9 305,624 244,3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71,983 166,309
所得稅負債 11,855 14,467
衍生金融工具 759 3,749                  
借款 295,132 290,058

總流動負債總流動負債總流動負債總流動負債 785,353 718,900

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總負債 931,706 970,425

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 3,772,682 3,814,477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598,041 1,666,65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87,329 3,095,577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準則編製基準及會計準則編製基準及會計準則編製基準及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經修訂準則，並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中期財務報告是根據與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相同的會計政策編製，而預計將於二零

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的變動詳情載列如下。

本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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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之規

定所編製。本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除有部份資產按公平值列賬外，均以歷

史成本慣例編制及應連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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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2011)(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0-2012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1-2013週期的年度改進

2. 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

(a) 書籍及包裝印刷業務;

(b) 消費產品包裝業務;

(c) 瓦通紙箱業務;及

(d) 紙張貿易業務

管理層根據毛利減分銷成本、行政及銷售支出，以及分配至各業務之其他經營支出評估

經營業務表現。所提供的其他資料之計量與財務報表一致。

採納該等修訂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並沒有重大改變，對本中

期財務報表亦沒有影響。

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尚未應用未生效的新準則或準則之修訂本。管理層正評估該等新準

則及準則之修訂本之影響，然而尚未能夠陳述該等新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會否對本集團

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管理委員會（即主要營運決策人）已根據管理委員會審閱之報表釐定業務分類，管理委

員會（包括執行主席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作策略決定及評估表現。

呈列經營業務分類與提供予營運決策人之內部報告貫徹一致。

管理委員會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業務分類。本集團排列出四種業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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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間之銷售乃按公平基準進行。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對外部客戶對外部客戶對外部客戶對外部客戶 各業務間各業務間各業務間各業務間

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 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之營業額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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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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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書籍及包裝印刷 760,656 339 760,995 24,536
消費產品包裝 329,576 104 329,680 (4,321)
瓦通紙箱 84,401 45,114 129,515 3,322
紙張貿易 220,787 203,631 424,418 9,196
抵銷 -                      (249,188) (249,188) (1,087)

1,395,420 -                1,395,420 31,646

利息、股息收入及其他收益 12,250
企業及不可分攤之支出 (19,302)

經營溢利 24,594
融資成本 (3,396)

除所得稅前溢利 21,198
所得稅 (9,172)
本期溢利 12,026

分類業績

對外部客戶 各業務間

之營業額 之營業額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書籍及包裝印刷 727,958 412 728,370 (6,756)
消費產品包裝 338,729 1,368 340,097 (4,429)
瓦通紙箱 88,948 43,999 132,947 (3,141)
紙張貿易 189,737 280,904 470,641 11,119
抵銷 -                      (326,683) (326,683) (4,299)

1,345,372 -                1,345,372 (7,506)

利息、股息收入及其他收益 9,489
企業及不可分攤之支出 (47,817)

經營虧損 (45,834)
融資成本 (4,422)
除所得稅前虧損 (50,256)
所得稅 (2,078)
本期虧損 (52,334)

分類營業額分類營業額分類營業額分類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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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銀行借款之利息 3,396 4,422

4.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或計入以下項目：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扣除-
折舊 51,836 53,688
土地使用權攤銷 1,551 1,607
無形資產攤銷 418 26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203 2,97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383,537             382,144
應收貿易賬項減值撥備 -                        888
存貨減值撥備淨值 167                    2,141
不合對沖資格之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虧損淨值 679                    22,563                
外匯虧損淨值 2,656                 15,044                

經計入-
銀行利息收入 12,077 9,34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173 140
應收貿易賬項減值撥回 667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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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990 1,253
- 中國企業所得稅 8,239 2,040

本期稅項總額 9,229 3,293
遞延所得稅 (57) (1,215)
所得稅 9,172 2,078

6. 每股盈利/(虧損)每股盈利/(虧損)每股盈利/(虧損)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港幣千元) 10,927 (52,463)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千位) 907,865 907,865
就股份獎勵計劃本身持有股份之加權

    平均股數(千位) (1,633) (2,273)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股數(千位) 906,232             905,592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每股港仙) 1.2 (5.8)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五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為並無可攤薄普通股存在，故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 (二零一四年：16.5%) 撥備。海外

溢利之稅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期內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 (不包括本公司購買之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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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1.5仙
(二零一四年 : 港幣1仙 ) 13,618 9,079                  

8. 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應收貿易賬項及票據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項 817,296 800,046
減：應收貿易賬項減值撥備 (23,999) (24,708)

793,297 775,338
應收關連人士貿易賬項 1,961                 1,746

總應收貿易賬項，淨值 795,258 777,084
應收票據 3,820 3,923

799,078 781,007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十日 378,001 322,043

三十一至六十日 189,980 184,295

六十一至九十日 113,567 95,625

超過九十日 113,710 175,121

795,258 777,084

高級管理層已對逾期欠款進行定期審閱。基於上文所述者及事實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

項及票據乃與多名分散客戶有關，故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計算並扣除撥備）如下：

本集團與客戶之交易條款大部分以信貸方式進行。有關賬項一般須於發出發票後三十至

九十日內繳付。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其未收取之應收款項，並有一套信貸控制政策以減

低信貸風險。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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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項及票據應付貿易賬項及票據應付貿易賬項及票據應付貿易賬項及票據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項 276,235 196,289

應付票據 29,389               48,028

305,624 244,317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至三十日 208,525 142,908

三十一至九十日 64,141 48,904

超過九十日 3,569 4,477

276,235 196,289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的綜合營業額為港幣十三億九千五百萬元，較二

零一四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三點七。期內，集團推出一系列措施來強化產品和營運能力，為客

戶帶來超越預期的優質產品和服務，使我們能夠在持續不明朗的經濟狀況下，把握行業整固

帶來的機會，令業務有所增長。

集團透過加強自動化運作和改善工作流程來提升營運效率。於回顧期內，集團錄得港幣二千

五百萬元的經營溢利，而去年首六個月則錄得港幣四千六百萬元的經營虧損，其中港幣三千

八百萬元為匯率波動造成。

在行業整固期間，集團憑核心優勢取得業績增長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行業的整固步伐加快。憑藉本身強大的競爭力，包括熟練員工、規模效

益、先進技術、良好聲譽和穩健的資產狀況，鴻興得以在這種環境中成功爭取到更多來自新

舊客戶的訂單。

10



Beluga互動書系列於區內推出產品

二零一一年，集團進軍電子出版市場，推出BelugaBloo兒童電子書店。回顧期內，電子書店

推陳出新，與一家本地教育中心合作，在香港教育博覽會推出全球首本採用「相連書」（

BridgingBook）技術製作的圖書《《《《Meet the Animals》》》》。該產品是以新一代年輕讀者為對象的

創新智能學習產品。同時，集團正與多個主要客戶緊密合作，把這項創新技術應用於包裝業

務。

維持雄厚的流動資金實力

鑑於集團有信心下半年取得更佳的業務表現，加上現金流量充裕、財政狀況穩健，董事會宣

布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點五仙。

在六個月回顧期內，歐洲以至中國內地內銷市場的消費及企業信心疲弱，令客戶取態審慎，

訂貨量減少，而且付貨時間縮短。這種情況在第二季末的時候有所改善。隨著消費旺季來臨

，我們預期今年下半年的訂單將會回升。

由於訂單的時間及規模難以預測，集團重新調整業務組合，並開始滲入一個新的客戶群 – 機

構的企業營銷及傳訊部門，為他們印製配合推廣用途的陳列和宣傳產品。這個新客戶群有助

集團擴展收入來源，在傳統業務 – 包括傳統圖書、賀卡、兒童圖書及包裝產品印刷 – 以外增

添收入。

多元化客戶及產品組合開拓全新收入來源

集團擁有雄厚的流動資金，有助我們投資於新的營銷渠道並致力創新，以提升集團產品和服

務對新舊客戶的吸引力。

集團在生產設備、技術和員工技能上作出系統性的投資，為日後的成功發展創造條件。我們

成立了一個設計中心，並不斷投資最新的設計和印刷技術，以提升設計能力。這些措施有助

加強我們與現有客戶的合作和爭取新客戶。我們透過創新的專利技術，奠定在電子及互動出

版和包裝業方面的發展基礎。

由於營運效率得到提升，集團於回顧期內得以平均精簡約百分之十直接工人的人手，從而抵

銷中國內地最低工資持續上升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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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及包裝印刷書籍及包裝印刷書籍及包裝印刷書籍及包裝印刷 消費產品包裝消費產品包裝消費產品包裝消費產品包裝

瓦通紙箱瓦通紙箱瓦通紙箱瓦通紙箱 紙張貿易紙張貿易紙張貿易紙張貿易

* 所有數字均為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底

於期內，集團最大的業務部門書籍及包裝印刷，以及紙張貿易部門均錄得營業額增長，使集

團的整體營業額較二零一四年同期上升。消費產品包裝及瓦通紙箱部門的營業額則較去年首

六個月輕微下跌。

集團旗下四個業務部門，大部分的溢利貢獻均有改善。書籍及包裝印刷和瓦通紙箱業務轉虧

為盈，於期內錄得溢利貢獻；而紙張貿易及消費產品包裝業務的溢利貢獻則維持穩定，在當

前競爭劇烈的環境中輕微下跌。

瓦通紙箱佔集團對外銷售額約百分之六。另外，集

團業務部門間的銷售約有港幣四千五百萬元。

瓦通紙箱為玩具、食品及飲料、電子產品及家庭用

品製造商等廣泛領域的公司客戶供應瓦通紙箱。瓦

通紙箱業務超過百分之六十的營業額是來自中國內

地的出口商。

此業務部門的生產廠房位於深圳，並於香港設有分

銷中心。

紙張貿易佔集團對外銷售額約百分之十六。另外，集團業

務部門間的銷售約有港幣二億零四百萬元。

紙張貿易是亞洲（除日本以外）最大的紙張貿易商之一，

能以具競爭力的價格，迅速向客戶大量供應各類紙張。除

了對外銷售外，紙張貿易部門亦為集團的印刷及包裝業務

部門提供穩定而價格實惠的紙張供應。

此業務部門在深圳經營一個可儲存逾六萬公噸紙張的倉

庫。

書籍及包裝印刷是集團最大的業務部門，佔對外銷

售額百分之五十五。

書籍及包裝印刷是製造用於玩具、化妝品及其他消

費品的摺盒及包裝產品，以及傳統圖書及兒童新穎

圖書，在全球同業中佔有領導地位。

該業務部門在中國廣東省深圳及鶴山，以及香港經

營三家廠房，生產用地共達三十萬平方米，僱用員

工約七千五百名。

消費產品包裝佔集團對外銷售額約百分之二十三。

消費產品包裝為世界各地的客戶提供優質的包裝方案，尤

其專注於中國內地急速增長的消費市場。

生產廠房位於中山和上海附近的無錫，兩間廠房的生產用

地共達十八萬平方米，僱用約一千九百名熟練員工。

鴻興印刷集團主要由四個業務部門組成：書籍及包裝印刷、消費產品包裝、瓦通紙箱，及紙

張貿易。

部門業績報告部門業績報告部門業績報告部門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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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testimony/2015/04/22-sustainable-growth-china-prasad

回顧期內，中國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放緩，而工業生產增長、投資及進口[1]等其他經濟活動

指標亦見疲弱。人民幣匯率和股市的不明朗因素，對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造成影響。這些因

素削弱了消費及企業信心，導致中國內地的消費包裝產品市場於今年上半年相對疲弱。集團

亦難免受到影響，使業務部門於期內的營業額輕微下跌。集團已投資新設備並採用新的營運

流程，以進一步分散產品種類及客戶群。

瓦通紙箱瓦通紙箱瓦通紙箱瓦通紙箱

瓦通紙箱業務上半年業績如下：

對外銷售營業額為港幣八千四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八千九百萬元下跌百分之五

溢利貢獻為港幣三百三十萬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港幣三百一十萬元虧損

回顧期內，瓦通紙箱業務跟書籍及包裝印刷和消費產品包裝兩項業務一樣，面對中國內銷市

場及出口需求放緩的挑戰。瓦通紙箱業務透過集團分散多處的生產基地，致力拓展現有主要

客戶的業務，以及爭取新客戶。集團透過拓展地區市場和提升規模效益，爭取更大的市場份

額。

溢利貢獻為港幣二千五百萬元，去年同期則錄得港幣七百萬元的虧損

書籍及包裝印刷業務受惠於北美洲宏觀經濟狀況的輕微改善，部分抵銷了其他市場市況疲弱

所帶來的影響。業務部門調整產品組合，透過加強自動化運作來提升生產力。此外，開拓營

銷及陳列產品印刷業務方面的新客戶群，成功擴展收入來源。這些策略加上其他提升效率的

措施，使集團於年內得以克服訂單情況不穩定，以及中國勞工成本持續上漲所產生的負面影

響。

消費產品包裝消費產品包裝消費產品包裝消費產品包裝

消費產品包裝業務上半年業績如下：

對外銷售營業額為港幣三億二千九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三億三千九百萬元下跌百

分之二點七

虧損港幣四百三十萬元，去年同期的虧損為港幣四百四十萬元

書籍及包裝印刷書籍及包裝印刷書籍及包裝印刷書籍及包裝印刷

書籍及包裝印刷業務上半年業績如下：

營業額為港幣七億六千一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七億二千八百萬元上升百分之四點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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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環球經濟進一步趨穩之前，預期紙張貿易市場將會持續波動，而行業整固的不明朗因素亦

會繼續存在。憑藉長期優勢及穩健的財務狀況，鴻興具備有利條件作長遠的發展。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於六個月回顧期內，集團的財政狀況繼續保持強勁。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持有淨

現金（現金總額扣除銀行貸款總額）港幣五億八千六百萬元。強健的現金狀況有利集團把握

發展機會及應付未來的資金需要。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持有現金總額港幣九億七千一百萬元，大部分均為人民幣

，以支持集團在中國內地的核心營運及發展需要。在集團持有的現金總額中，百分之八十八

為人民幣、百分之四為美元、百分之四為港幣，另外百分之四為英鎊、歐元及日圓。於回顧

期內，總利息收入為港幣一千二百萬元，較去年同期高出百分之二十九。集團預期二零一五

年下半年人民幣的波動會較上半年更難預測，因此會密切留意發展，審慎而適當地調整我們

的現金組合。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銀行貸款總額降至港幣三億八千五百萬元。集團的資本負

債比率（按總銀行貸款除以總權益計算）為百分之十四，去年為百分之二十。根據集團協定

的貸款還款期，港幣二億九千萬元須於一年內償還、港幣二千五百萬元須於一至兩年內償還

，而港幣七千萬元須於二至四年內償還。憑藉強勁的財政狀況，集團不斷檢討和更新融資策

略，以優化短期和長期的資金需求。

紙張貿易紙張貿易紙張貿易紙張貿易

紙張貿易業務上半年業績如下：

對外銷售營業額為港幣二億二千一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一億九千萬元上升百分之

十六點四

溢利貢獻為港幣九百二十萬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一千一百萬元下跌百分之十七點三

回顧期內紙張供應商之間的競爭加劇，很多產業鏈中的公司都希望行業整固為他們改善經營

狀況。整體而言，我們預期短期內紙張貿易行業的增長步伐將會反覆不定。

集團致力簡化營運流程，以提升效率和維持競爭地位，取得來自新舊客戶的業務增長。集團

亦拓展來自更多地域的客戶群，由專注華南地區的出口製造商，擴大至東南亞及其他市場的

更多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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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就給予前關連公司之銀行融資作出之擔保為港幣一千九百

萬元。

本集團持有之若干樓宇、土地使用權及定期存款，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其賬面總淨值為

港幣一億七千一百萬元， 已抵押以獲取授予本集團之銀行融資。

回顧期內，集團投入了港幣一千萬元添置自動化運作設施，和提升機器設備。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集團總共落實了港幣四千萬元的資本開支，主要用來添置有助建立新產能和提升生產效

率的設備。主要的投資項目包括一台安裝在鶴山廠房的全新五色印刷機，以及一台已於二零

一五年八月運抵中山廠房的七色印刷機。

環境可持續發展環境可持續發展環境可持續發展環境可持續發展

集團致力實踐綠色生產。期內，我們的用水量較去年同期減少超過十九萬四千立方米至四十

三萬八千立方米，用電量維持穩定為二萬九千兆瓦時。我們回收了二百六十一公噸塑膠廢

料、四十二公噸金屬廢料及二萬四千二百公噸廢紙。固體廢物的回收再造率超過百分之九十

八。

為不斷減少碳排放，集團的深圳廠房參加了政府舉辦的碳交易計劃，並繼續超標完成政府所

訂的減排目標，於二零一四年取得超過九千一百六十六公噸的碳排放配額盈餘，而二零一三

年為六千公噸。

集團各業務部門支持完善管理和可持續發展的森林，期內逾百分之九十的生產流程使用經認

證的紙張或再造紙。集團選用了二萬九千五百公噸（二零一四年：一萬九千公噸）經FSC (森
林管理委員會)認證的紙張，及四千七百公噸（二零一四年：五千三百公噸）獲PEFC (森林認

證體系認可計劃)認證的紙張。我們同時選用五萬二千公噸由再生纖維製成的紙張。

在集團的銀行貸款總額之中，百分之二十七是美元貿易融資貸款、百分之七十是向本港銀行

以港幣借入，利率按本港銀行同業拆息，或按有關銀行的資金成本加一個百分率計算，而餘

下百分之三是向中國內地的銀行借入港幣，利率按有關銀行的資金成本加一個百分率計算。

期內，集團有效運用利率較低(利率為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上一個低利潤幅度) 及優惠條款的

貿易融資。期內的利息成本總額減少百分之二十三，至港幣三百四十萬元。利息成本下降，

加上來自存款的總利息收入增加，令利息收入淨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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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已為行業整固及市場的短期調整作好準備，並有信心取得長遠的業務成功和增長。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底，集團僱用員工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五人（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一萬二千

二百四十六人）。員工的安全及健康是集團的首要目標，於六個月回顧期內的總事故率為零

點二五，遠低於集團零點五的目標。

為幫助員工發展事業，我們提供全面的培訓計劃，內容涵蓋僱員權益、職業健康及安全，以

及產品質素規定。回顧期內，公司向五萬一千人次員工（二零一四年：三萬四千一百人次）

提供了超過十六萬八千小時的培訓時數（二零一四年：八萬六千小時）。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全球各地的經濟復甦步伐參差，預期歐洲市場於今年下半年趨於穩定，中國內地的內銷市場

也將有所改善。踏入節慶及出口高峰期，相信主要客戶會增加訂單。在這個情況下，集團對

今年下半年的前景感到審慎樂觀。

集團繼續投資於所需設備和技術，以把握未來數月行業整固及宏觀經濟環境帶來的機遇。我

們有良好條件超越傳統原設備生產商（OEM）的經營範圍，提供進取及創新的方案，以滿足

業務夥伴從設計到製成過程每個階段的印刷及包裝需要。為達致這個目標並展示我們的技術

能力，我們將繼續作出資本性投資，並在下半年銳意拓展，以提升我們在傳統及互動電子書

方面的技術能力。

集團設立的「創新地帶」（innovation hub），會透過人才培訓及引入新技術雙管齊下，持續

提升設計能力。透過發展本身的增值技術和產品，我們相信能夠吸引產業鏈上的公司與集團

建立夥伴關係，共同發掘互惠互利的商機。

集團得以續締佳績，有賴一群技巧熟練的員工專注投入，努力不懈。為吸納和挽留最優秀的

員工，集團為所有員工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及平等機會。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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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1.

2.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 (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保收取該項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

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二十二樓。

董事會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點五仙 (二零一四年：港幣一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

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派發予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於中期業績所述之整段會計期間內均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

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除以下外：

守則條文A 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行政總

裁之職務由本公司執行主席任澤明先生擔任。董事會認為適宜由任先生同時擔任該兩個

職位及符合本公司之最佳利益。董事會相信其可有效監察及評估業務表現以保障股東利

益。

守則條文A 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按特定任期委任，惟須重選。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非

按特定任期委任。然而，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三分之一董事須每年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輪席退任，而輪席退任之董事為任職最長久之董事。本公司全體董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席

退任一次，而非執行董事之任期因而受到限制。

於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及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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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標準守則證券交易標準守則證券交易標準守則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承董事會命

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鴻興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任澤明任澤明任澤明任澤明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任澤明先生及宋志強先生﹔非執行董事堀博史先

生、井上貞登士先生、田中克昭先生及任漢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天養先生、陸觀豪先

生及羅志雄先生組成。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業績及本集團所

採納的會計準則及實務以及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表事宜。該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

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位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本公司之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上市規則附錄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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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本公司之董事特別查詢後，各董事於中期業績

所述之整段會計期間內均遵守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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