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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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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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融控股有限公司

Jiu Rong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58）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久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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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的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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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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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99,942 143,713

銷售成本 (87,330) (119,208)    

毛利 12,612 24,505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110 2,121

銷售及分銷成本 (8,942) (4,918)

行政費用 (24,832) (13,592)

其他業務費用 (143) (222)

財務費用 5 (546) (308)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6 (20,741) 7,586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207 (1,890)    

期內（虧損）╱溢利 (20,534) 5,69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國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8 (1,98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20,526) 3,716    

（虧損）╱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所有者 (19,677) 5,590

－非控股股東權益 (857) 106    

(20,534) 5,696    

全面（虧損）╱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所有者 (19,669) 3,610

－非控股股東權益 (857) 106    

(20,526) 3,716    

每股（虧損）╱溢利 8
－基本及攤薄 (0.52)港仙 0.1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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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056 4,576
無形資產 13,655 15,387
商譽 16,417 16,417
遞延稅項資產 19 19    

非流動資產總計 34,147 36,399    

流動資產
存貨 33,395 29,048
應收賬款及票據 11 155,042 162,240
應收非控股股東款項 92 124
預付款項、定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843 9,716
已抵押銀行存款 – 2,33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2,327 55,741    

流動資產總計 219,699 259,20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2 66,535 77,12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8,025 13,921
銀行貸款 13 8,888 8,888
其他貸款 14 – 756
應付稅金 915 4,690    

流動負債總計 84,363 105,383    

流動資產淨額 135,336 153,8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9,483 190,217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51 1,659    

1,451 1,659    

資產淨額 168,032 188,558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所有者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15 380,000 380,000
儲備 17 (213,377) (193,708)    

166,623 186,292
非控股股東權益 1,409 2,266    

權益總計 168,032 18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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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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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本中期財務報表未包括全部全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資料所以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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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除另有說明外，所有價值均以四捨五入法方式調整至最接近千位數。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並無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

2. 主要會計政策

就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載者一

致，而期內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期內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

響，惟仍未能指出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為董事會。董事會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

營分類。

可報告分類

本集團於期內擁有兩個（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兩個分類）可報告分類。以下概要列明本集團可報告分類之業

務：

• 水錶業務－銷售、設計、組裝及安裝水錶及提供遠程水錶管理系統、水錶售後及相關服務。

• 電視機業務－生產及銷售數碼電視機（「電視機」）、高清液晶顯示電視機及機頂盒以及提供數碼影音業有

關電訊、電視機及互聯網整合應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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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來自本集團之每一經營分類之收入及收益及分類資產概括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視機業務 水錶業務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類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95,489 4,453 99,942    

可報告分類虧損 (4,827) (10,389) (15,216)    

可報告分類資產 198,979 35,898 234,877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視機業務 水錶業務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類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27,963 15,750 143,713    

可報告分類收益 4,832 4,837 9,669    

可報告分類資產 265,583 30,173 295,756    

本集團之分類（虧損）╱溢利已在本集團之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中對賬，在中期財務報表中表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或（虧損）
可報告分類（虧損）╱溢利總計 (15,216) 9,669

未分配公司開支 (5,490) (3,965)

未分配財務費用 (35) (8)   

綜合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20,741) 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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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317 821

其他 793 1,300   

1,110 2,121   

5. 財務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貸款利息

－其他貸款 192 214

銀行費用 354 94   

546 308   

6.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後釐定：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15 245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8,790 12,014

退休金計劃供款 21 26   

9,226 12,285   

匯兌虧損淨額 397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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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在香港錄得虧損，故於中期財務報表中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的公司繳付之稅項按估計應課稅利潤以標準企業所得稅率25%（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25%）計算。

計入損益之所得稅開支金額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即期稅項－中國 – 1,890
遞延稅項 (207) –   

(207) 1,890   

8. 每股（虧損）╱溢利

期內每股基本（虧損）╱溢利乃根據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所有者之期內虧損19,67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溢利5,590,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3,800,000,000股（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3,800,00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溢利╱（虧損）與每股基本溢利╱（虧損）相同，原因

是潛在普通股對該等期內每股基本虧損存有反攤薄作用。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零港元）。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期內，新增廠房及設備約9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737,000港元）。於期內出售物業、廠房及設

備約21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1,144,000港元）。

11. 應收賬款及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47,254 149,268

應收票據 7,788 12,972   

155,042 162,240   

本集團與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以信貸方式進行，惟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賒賬期一般為15至185日（二零一四

年：15至185日）。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就逾期款項進行審閱。應收賬款均為免息。



– 8 –

11. 應收賬款及票據（續）

於報告期末的應收賬款（扣除減值虧損）按發票日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80日內 103,874 109,978

181日至一年 25,693 37,600

超過一年 17,687 1,690   

147,254 149,268   

12. 應付賬款及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57,532 51,283

應付票據 9,003 25,845   

66,535 77,128   

於報告期末的應付賬款按發票日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80日內 29,196 50,859

181日至一年 28,072 244

一年至兩年 264 111

超過兩年 – 69   

57,532 5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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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貸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 8,888 8,888   

借款於下列日期償還：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提出要求時或一年內 8,888 8,888

減：須於十二個月內償還款項（列示於即期負債） (8,888) (8,888)   

須於十二個月後償還款項 – –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人民幣計值的借貸約為8,88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888,000港元）。平

均年利率為7.8厘（二零一四年：7.8厘）。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乃由 (i)抵押本集團金額最高為人民幣8,000,000元（相當於約

10,086,000港元）的若干應收賬款，(ii)非控股股東提供的金額最高為人民幣8,000,000元（相當於約10,086,000港

元）的個人擔保，(iii)中國水務的一間附屬公司提供的金額最高為人民幣8,000,000元（相當於約10,086,000港元）

的個人擔保，(iv)非控股股東所持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6.75%股權，及(v)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91.75%股權作擔

保。銀行貸款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償還。

14. 其他貸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貸款來源，無擔保：

計息

－一家附屬公司之非控股實益股東（附註(a)） – 756   

– 756   

所有其他貸款須於一年內清還。

附註：

(a) 自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之非控股實益股東之貸款為無擔保，按固定年利率5.76%計息。



– 10 –

15.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3,8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380,000 380,000   

購股權

有關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及根據該等計劃發行的購股權詳情載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6。

16.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一項普通決議案，本公司批准及採納購股權

計劃（「計劃」）。

該計劃的目的，是根據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對任何董事、顧問、諮詢人（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任何全職

或兼職僱員）所作的貢獻，以及彼等對提高本公司的利益所作出的不斷努力的一種鼓勵及╱或獎勵。該等計劃於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生效並（除非另被註銷或經修訂）自該日起計十年內一直生效。

計劃

根據計劃現時准予授出的未行使購股權的最高數目，相等於該等購股權獲行使後本公司於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

10%。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授予計劃的各合資格參與者的購股權所涉及的可發行股份數目上限，為本公司於

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的1%。任何進一步授予超逾該上限的購股權須於股東大會上獲得股東批准，始可作實。

向本公司的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授出購股權，須事先獲得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此外，倘於任何十二個月

期間內，任何已授予本公司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購股權，超逾本公司於任何時間的已發行股份0.1%或

總值（按授出日期本公司股份的價格計算）超逾5,000,000港元，則須於股東大會上獲得股東批准，始可作實。

授出購股權的要約可於要約日期起計21日內予以接受。所授出購股權的行使期由董事釐定，並於若干歸屬期後

開始及不遲於購股權的要約日期起計五年後或計劃屆滿日期（以較早者為準）結束。

購股權的行使價由董事釐定，但不可低於(i)本公司股份於購股權要約日期在聯交所的收市價；及(ii)本公司股份於

緊接要約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的平均收市價（以較高者為準）。

購股權並無賦予所有者收取股息或於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權利。

於期內，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此等中期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期止，並無根據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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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儲備

本集團的繳入盈餘指根據集團重組而收購附屬公司的股份面值與本公司就此作為交換的已發行股份面值之差額。

根據中國的有關規例，於中國經營的附屬公司須將除稅後溢利的10%（根據中國的會計規例計算）轉撥至法定公

積金，直至資金結餘達致彼等各自註冊資本的50%為止。法定公積金及發展儲備均不可分派，並須受中國有關

規例所載的若干限制所規限。該等儲備可用作抵消累計虧損或資本化為繳足資本。然而，作出上述用途後，法定

公積金結餘須維持最低25%繳足股本的水平。

18.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任何或然負債或資本承擔（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港元）。

19. 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中期財務報表其他地方之披露外，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有以下與關連人士之間

的重大交易：

(a) 於期內，已付本公司董事之報酬總額為約96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900,000港元）。

於本期內或以前期間，就關連人士交易而言，本集團並無為相關的應收關連人士款項作出任何減值也沒有授出或

收取任何擔保。

20. 批准中期財務報表

此中期財務報表獲董事會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批准及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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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整體財務業績

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99,94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約143,713,000港元大幅減少約30%；毛利約為12,612,000

港元，去年同期之毛利則約為24,505,000港元；整體毛利率由約17.05%降至約12.62%。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所有者

之期內虧損約19,677,000港元（去年同期：溢利約5,590,000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約為0.52港仙（去年同期：溢利約

0.15港仙）。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為約22,32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55,741,000港元）。

營業額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約99,942,000港元之營業額，該等營業額來自水錶業務及電視機業務。

於期內，本集團業務有兩個分類（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兩個分類）。分類資料詳情載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3。

毛利率

於回顧期內，毛利率之減少歸因於電視機業務之產品及服務利潤相對較低。

財務狀況及流動性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流動比率 2.60 2.46

速動比率 2.21 2.18

資產負債比率* 0.19 0.13   

* 資產負債比率=債項凈值除以資本加債項凈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貸款約為8,88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9,644,000港

元）。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為22,32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5,741,000港元）。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

約為2.60及2.21（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2.46及2.18）。資產負債比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約為19%（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

銀行及其他貸款組合之到期情況已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3及14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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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及外匯風險

於期內本公司的資本結構並無改變，本集團一般主要從內部資源獲得資金進行營運及投資活動。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貸款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及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港元）計值。本集團

承受由美元兌人民幣及港元所產生的外匯風險。有鑒於港元與美元的匯率掛鈎，本集團相信其所承受的外匯風險只限於

人民幣兌美元。於期內，本集團並無意對沖其承受之外匯波動風險，但將持續監察經濟環境及其外匯風險狀況，並會在

日後有需要及可行時考慮採用適當之對沖措施。

僱員福利與開支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44名僱員（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6名），期內支付僱員工資及薪金總

額約為8,79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約12,014,000港元）。本集團根據工作職責、工作表現及專業經驗釐定

僱員薪酬。本集團亦不時為僱員提供在職培訓，旨在提高僱員的知識和技能及提升僱員整體素質。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任何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零港元）。

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公司之業務經營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經歷不少挑戰，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從電視機業務及水錶

業務仍能錄得營業額約99,94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約143,713,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下跌30%。本集團錄得經營

虧損約20,53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溢利約5,696,000港元）及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所有者之虧損約19,677,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溢利約5,590,000港元）。

鑑於水錶業務表現不佳，於期內錄得營業額約4,453,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跌幅超過70%，董事會決定以代價

23,000,000港元出售水錶業務（「出售事項」），預期將錄得收益約1,372,000港元。有關出售事項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的公佈及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通函。

為盡量增加股東財富，除密切監察本集團現有的電視機業務，本公司亦憑藉數源久融的專業知識、經驗、研發，透過漢

傲有限公司（其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八月開始電視機業務貿易及發展四項手機應用程式：第一項用作遠程監控以

及讀取電錶及水錶，由杭州約1,000戶用戶進行試運行；第二項用作控制手機、電腦及電視之間的視頻傳輸，正與客戶

（如位於杭州的中國電信的附屬公司浙江省公眾信息產業有限公司）進行試運；第三項用作智能酒店管理，提供予浙江達

慧驛站有限公司（一家中國領先的互聯網酒店管理平台）；及第四項用作智能城市管理，覆蓋杭州上城區清波街。董事將

繼續密切評估上述業務的表現，並積極開拓新業務或投資機會，以提升本集團價值，而此舉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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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向本公司

及聯交所另行發出的通知，概無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登記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予記錄的權益或淡倉。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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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

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標準。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

期內，本公司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全部守則條文。董事會將不時檢討目前的結構。於適當的時候，本集團內部或外部若

有合適的具備領導能力、知識、技能及經驗的候選人，本公司可作出必要的安排。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與董事審

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表。

刊登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可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irasia.com/listco/hk/2358瀏覽。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邵梓銘先生、尹建文先生及汪麗萍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區瑞明女士、吳亦農先生及曾

浩嘉先生。

代表董事會

久融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邵梓銘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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