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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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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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佈

業績
自二零一四年起，偉祿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已將其財政年度結算日更改
為十二月三十一日。此變動導致去年同期財務業績之報告期縮短至九個月（二零
一四年四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之董事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比
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九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4 202,018 89,184
銷售成本  (136,611) (46,079)
   

毛利  65,407 43,105

其他收入及所得收益 4 101,471 17,722
銷售及分銷開支  (4,491) (2,127)
行政開支  (99,690) (54,998)
其他經營開支  (12,661) (416)
財務費用 6 (1,690) (101)
   

持續經營業務之未計稅項前溢利 5 48,346 3,185
所得稅開支 7 (15,707) (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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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九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期間
 溢利╱（虧損）  32,639 (3,073)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8 – (3,743)
   

本年度╱期間溢利╱（虧損）  32,639 (6,816)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2,427 (7,272)
 非控股權益  212 456
   

  32,639 (6,816)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本年度╱期間溢利╱（虧損） 10 港幣3.04仙 (港幣1.02仙)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10 港幣3.04仙 (港幣0.50仙)
   

 攤薄
  －本年度╱期間溢利╱（虧損）  港幣3.04仙 (港幣1.02仙)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港幣3.04仙 (港幣0.5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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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期間溢利╱（虧損）  32,639 (6,816)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將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出售附屬公司時撥回之匯兌差額  – 68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之匯兌差額  (6,224) (60)
   

將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淨額  (6,224) 8
   

不會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
 之其他全面收益：
物業重估所得收益  – 1,022
所得稅影響  – (224)
   

不會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
 之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 798
   

本年度╱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於扣除稅項後  (6,224) 806
   

本年度╱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26,415 (6,010)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6,203 (6,466)
 非控股權益  212 456
   

  26,415 (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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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6,764 9,820
投資物業  552,900 135,730
商譽  2,100 –
其他無形資產  4,400 –
融資租賃應收賬項  6,546 –
可供出售投資  13,844 7,344
遞延稅項資產  31 137
預付款項及按金  13,878 –
   

非流動資產總值  680,463 153,031
   

流動資產
存貨  7,884 3,602
應收貿易賬項 11 86,335 31,934
證券經紀產生之應收賬項 11 116,158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8,679 14,216
融資租賃應收賬項  1,601 –
可退回稅項  222 594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14,646 –
代客戶持有之現金  10,443 –
已抵押定期存款  102,760 105,5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7,846 175,988
   

流動資產總值  456,574 33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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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2 5,748 5,192
證券經紀產生之應付賬項 12 27,438 –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5,526 14,153
附息銀行借貸  186,825 100,000
應付稅項  1,013 1,117
   

流動付債總額  236,550 120,462
   

流動資產淨值  220,024 211,3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00,487 364,40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6,075 32,939
   

資產淨值  854,412 331,46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115,349 79,419
儲備  739,063 239,589
   

  854,412 319,008
非控股權益  – 12,456
   

總權益  854,412 33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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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
財務申報準則」）（其包括所有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香港通用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本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惟投資物業、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樓宇、可供出售投資及股本投資乃按公平價值計量。
本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而除另有說明外，所有款額均約整至最接近之千位數。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經修改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香港財務  多項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修訂
 申報準則之年度改進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香港財務  多項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修訂
 申報準則之年度改進

除下文闡述就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年度改進內關於香港財務
申報準則第8號修訂之影響外，採納上述經修改準則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年度改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頒佈，當中
載列多項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修訂。於本年度生效之修訂詳情如下：

•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釐清實體必須披露管理層於應用香港財務申報準
則第8號之整合標準時作出之判斷，包括簡要說明已整合之經營分類及用於評估分類
是否相類似之經濟特徵。該等修訂亦釐清只有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分類資產與總
資產之對賬時，方需要披露有關對賬。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並無影響。

此外，本公司已於本財政年度採納香港聯交所頒佈有關參考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披露
財務資料之上市規則修訂。其對財務報表之主要影響為有關財務報表若干資料之呈列及披
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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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其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分為五個須報告經營分類如下：

(a) 提供財經印刷、數碼印刷及其他相關服務（「商業印刷分類」）；

(b) 生產及銷售籤條、標籤、裇衫襯底紙板及膠袋（「籤條分類」）；

(c) 分銷及銷售汽車零件（「汽車零件分類」）；

(d) 提供證券經紀服務及保證金融資（「金融服務分類」）；及

(e) 電子產品、電腦組件及消費產品貿易（「貿易分類」）。

管理層分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類之業績，以便就資源分配及績效評核制定決策。分類績
效乃按須報告分類溢利╱虧損評核，即計量持續經營業務之未計稅項前經調整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之未計稅項前經調整溢利╱虧損之計量方法與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未計稅
項前溢利一致，惟銀行利息收入、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透過損
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價值收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重估虧絀、出售透過
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之虧損、財務費用以及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不予計算在內。

分類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可退回稅項、已抵押定期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透過
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投資物業、可供出售投資及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
資產，蓋因該等資產乃按集團基準管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若干附息銀行借貸（惟進口發票融資及透支除外）、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
債及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蓋因該等負債乃按集團基準管理。

分類間銷售及轉讓乃參考向第三方銷售之售價按當時通行市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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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商業印刷 籤條 汽車零件 金融服務 貿易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分類收益
對外客戶銷售 68,226 11,533 95,381 4,961 21,917 202,018
分類間銷售 421 – – 77 – 498
      

 68,647 11,533 95,381 5,038 21,917 202,516
對賬：
分類間銷售撇銷      (498)
      

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      202,018
      

分類業績 1,213 (2,252) 5,702 (1,178) (185) 3,300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3,742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5,714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90,076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
 股本投資之公平價值收益
 －持作買賣用途      1,02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重估虧絀      (2,067)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
 之股本投資之虧損
 －持作買賣用途      (5,464)
企業開支      (46,287)
財務費用      (1,690)
      

持續經營業務之未計稅項前溢利      4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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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商業印刷 籤條 汽車零件 金融服務 貿易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分類資產 13,498 3,228 90,868 142,179 134 249,907
對賬：
企業及未分配資產      887,130
      

資產總值      1,137,037
      

分類負債 13,304 1,790 12,106 27,892 119 55,211
對賬：
企業及未分配負債      227,414
      

負債總額      282,625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1,300 330 104 67 13 1,81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
 虧損╱（所得收益） 148 (97) – – – 5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471 – – – 471
應收貿易賬項之減值撥回 (83) (109) – – – (192)
資本支出* 3,647 13 1,226 153 146 5,185
      

* 資本支出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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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商業印刷 籤條 汽車零件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分類收益
對外客戶銷售 52,066 13,263 23,855 89,184

分類間銷售 384 820 – 1,204
    

 52,450 14,083 23,855 90,388

對賬：
分類間銷售撇銷    (1,204)
    

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    89,184
    

分類業績 1,128 (133) 1,364 2,359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685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3,300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12,690

企業開支    (15,748)

財務費用    (101)
    

持續經營業務之未計稅項前溢利    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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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商業印刷 籤條 汽車零件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分類資產 17,193 4,146 25,933 47,272

對賬：
企業及未分配資產    437,593
    

資產總值    484,865
    

分類負債 12,040 2,401 41 14,482

對賬：
企業及未分配負債    138,919
    

負債總額    153,401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320 316 – 63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72 – – 72

應收貿易賬項之減值虧損 190 – – 190

資本支出* 668 464 26 1,158
    

* 資本支出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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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經營地域資料

(a) 對外客戶收益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14,045 80,022

中國內地 85,236 7,086

其他國家 2,737 2,076
  

 202,018 89,184
  

上列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資料乃按客戶所在地點劃分。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81,484 60,896

中國內地 285,904 91,998
  

 667,388 152,894
  

上列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按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以及融資租賃應收款項及按金之
非流動部份）所在地點劃分。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約78,24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17,100,000港元）持續經營業
務之收益乃源自汽車零件分類向三名各別佔本集團總收益10%或以上之客戶銷售。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33,074 17,100

客戶B 24,106 –

客戶C 21,061 –
  

 78,241 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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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所得收益

收益為於本年度╱期間內所售出貨物之發票值淨額（已扣除退貨減免額及貿易折扣）；所提
供服務之價值；證券經紀之佣金收入；及保證金融資之利息收入。

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其他收入及所得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貨品 128,831 37,118

提供服務 68,226 52,066

證券經紀之佣金收入 1,554 –

保證金融資之利息收入 3,407 –
  

 202,018 89,184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3,742 685

租金收入 5,714 3,300

融資租賃之利息收入 236 –

其他 353 1,047
  

 10,045 5,032
  

所得收益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90,076 12,6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所得收益 136 –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之
 公平價值收益－持作買賣用途 1,022 –

其他 192 –
  

 91,426 12,690
  

 101,471 1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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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計稅項前溢利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未計稅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之成本 118,485 30,474

提供服務之成本 18,126 15,605

折舊 5,404 884

經營租賃項下之最低租金 22,746 11,796

核數師酬金 1,354 1,317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42,748 26,474

退休金計劃供款 1,176 1,388

股本結算購股權開支 4,199 –
  

 48,123 27,862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90,076) (12,69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重估虧絀 2,067 –

匯兌差額，淨額 3,960 281

應收貿易賬項之減值虧損 – 190

應收貿易賬項之減值撥回 (192)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471 –

賺取租金之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
 （包括維修保養） 232 177

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價值收益
 －持作買賣用途 (1,022) –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股本投資之虧損
 －持作買賣用途 5,46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所得收益） (136) 72
  

6. 財務費用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1,69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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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期間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根據16.5%（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16.5%）之稅率計算。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
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本年度支出 1,008 409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0 (34)

即期－中國內地 17 8

遞延 14,672 5,875
  

本年度╱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15,707 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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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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業績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收益 118,232

銷售成本 (105,567)

其他經營收入 2,805

開支 (16,178)

財務費用 (22)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730)

未計稅項前溢利相關之所得稅 (1,786)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2,516)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1,227)
 

 (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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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lliant Stage集團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千港元

經營業務 73,532

投資活動 (190,858)

融資活動 10,000
 

現金流出淨額 (107,326)
 

每股虧損：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 港幣0.52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3,743,000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10,525,000
 

9. 股息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特別股息－無（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每股普通股0.5港元） – 317,677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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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期間溢利╱（虧損）
及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期間溢利（即計
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所用者）計算。用作此項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本年度內已發
行普通股數目（即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所用者）以及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視作行使或
轉換為普通股而假設以零代價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公司普通股
 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32,427 (3,529)

  已終止經營業務 – (3,743)
  

 32,427 (7,272)
  

 股份數目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九個月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年度╱期間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65,247,836 710,525,000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購股權 – –
  

 1,065,247,836 710,525,000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之購股權並無攤薄影響，蓋因本公司購股
權之行使價乃高於本公司股份於年內之平均市價。於上一段期間，本公司並無已發行潛在
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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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項╱證券經紀產生之應收賬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86,335 32,533

減值 – (599)
  

應收貿易賬項 86,335 31,934
  

於日常務過程中從事證券經紀產生之應收賬項：
 現金客戶 14,722 –

 向保證金客戶貸款 101,436 –
  

證券經紀產生之應收賬項 116,158 –
  

應收貿易賬項及證券經紀產生之應收賬項總額 202,493 31,934
  

除新客戶一般需預繳款項外，本集團主要按信貸方式與客戶交易。信貸期一般為一個月至
三個月。每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嚴謹監控其未償還應收賬項，務求將信貸
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層亦會定期檢討逾期欠款。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收貿易賬項之
26%（二零一四年：45%）及77%（二零一四年：66%）乃分別源自本集團最大客戶及三大客戶。
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貿易賬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項目。應收貿易賬項為
不附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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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貿易賬項及證券經紀產生之應收賬項（扣除撥備後）之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43,606 21,770

31至60日 11,892 7,881

61至90日 10,499 859

90日以上 35,060 1,424
  

 101,057 31,934

向保證金客戶貸款# 101,436 –
  

 202,493 31,934
  

# 向保證金客戶貸款乃以相關抵押證券作抵押，須應要求償還，並按商業利率附息。並
無披露賬齡分析，因董事認為，鑑於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之性質，賬齡分析並不相關。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向保證金客戶貸款抵押作抵押品之證券之總市值約
為207,827,000港元。

12. 應付貿易賬項╱證券經紀產生之應付賬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5,748 5,192
  

於日常務過程中從事證券經紀產生之應付賬項：
 應付現金客戶賬款 22,558 –

 結算所 4,880 –
  

證券經紀產生之應付賬項 27,438 –
  

應付貿易賬項及證券經紀產生之應付賬項總額 33,186 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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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應付貿易賬項及證券經紀產生之應付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7,246 1,586

31至60日 1,268 1,750

61至90日 805 836

90日以上 1,309 1,020
  

 10,628 5,192

應付現金客戶賬款 22,558 –
  

 33,186 5,192
  

應付貿易賬項為不附息，一般須於60日內清償。

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從事證券買賣產生之應付現金客戶賬款包括約6,806,000港元之款項，為
該等客戶之未提取款項╱存放於本集團之剩餘存款。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
現金客戶賬款包括132,000港元款項為關於若干董事之未提取款項╱存放於本集團之剩餘存款。
應付現金客戶賬款須應要求償還，並不計利息。並無披露賬齡分析，因董事認為，鑑於證券
買賣業務之性質，賬齡分析並無意義。

13. 股本

股份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153,491,398股（二零一四年：794,191,398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15,349 7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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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本變動概述如下：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635,353,119 63,535

供股（附註(a)） 158,838,279 15,884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794,191,398 79,419

認購時發行新股份（附註(b)） 360,000,000 36,000

購回及註銷股份（附註(c)） (700,000) (70)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53,491,398 115,349
  

附註：

(a) 於上一段期間，本公司向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以每股供股股
份1.00港元之發行價按每持有四股現有股份獲發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進行供股，致使
發行158,838,279股股份，涉及之總現金代價（扣除開支前）為158,838,279港元。

(b)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最終控股公司美林控股有限公司按每股1.40港元之認購價認
購360,000,000股新股份一事已完成。

(c) 於本年度，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合共700,000股其本身之股份，涉及之總代價為1,746,000

港元。經購回之股份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註銷，就購回支付之溢價1,676,000港
元已於股份溢價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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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管理層討論

近期發展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主要業務包括(i)提供財經印刷、數碼印刷及其他相關服務（「商
業印刷分類」）；(ii)生產及銷售籤條、標籤、裇衫襯底紙板及膠袋（「籤條分類」）；(iii)

分銷及銷售汽車零件（「汽車零件分類」）；(iv)提供證券經紀服務及保證金融資（「金
融服務分類」）；及(v)電子產品、電腦設備及消費產品貿易（「貿易分類」）。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九日之公佈所披露，本集團訂立一項收購協議，
以有條件收購創星興業有限公司（「創星」，其持有香港貝沙山徑25號貝沙灣南灣
25號洋房（「貝沙灣」））之全部權益，涉及之現金代價為225,000,000港元。收購事項
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完成。

董事會相信，是項收購乃良好投資機遇，而本集團將自該項物業之潛在升值中獲
益。該項物業現正進行裝修，乃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入賬列作投資物業，而獨立
估值師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重估之價值為288,000,000港元。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八日之公佈所披露，本集團擬開展汽車零件、
電子產品及電腦組件之電子商務業務，以擴大本集團之業務組合及收入來源。於
本年度內，本集團已開設進行網上購買汽車零件之企業對企業營銷(B2B)電子商
務平台－www.1196.com，但企業對消費者(B2C)電子商務平台則仍在發展階段。
反之，本集團物色到若干電子產品之供應商，並已於本年度開展電子產品之貿易
業務。待電子商務平台全面發展後，本集團即會透過電子商務平台從事貿易業務。
本集團現進行深圳與香港兩地之間的跨境電子商務業務的可行性研究。

為擴展汽車零件之電子商務業務，本集團須與偉祿汽車零件有限公司合作並取得
額外資金以提升電子商務平台。然而，業務夥伴International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並無意為提升該平台提供額外資金。誠如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所公佈，
本集團與International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及其唯一股東詹先生訂立一項買賣
協議，以向International Treasure Holdings Limited收購偉祿汽車零件有限公司40%

之股本權益連同股東貸款，就此所涉及之現金代價為12,668,000港元。此項交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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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完成後，偉祿汽車零件有限公司成為本集團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我們認為，收購偉祿汽車零件有限公司40%之股本權益可進一步鞏固
本集團對偉祿汽車零件有限公司之控制，促成電子商務業務與銷售及分銷汽車零
件業務之間的協作，從而將提升本集團之營運效率。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之公佈所披露，本集團已完成收購偉祿美
林證券有限公司（前稱「美林證券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該公司乃從事提供
證券經紀服務。董事會認為，收購偉祿美林證券有限公司讓本集團可涉足證券經
紀行業，使其現有業務更多元化。於收購後，本集團亦已開展保證金融資業務，
作為向客戶提供新增類別之金融服務，有助進一步鞏固偉祿美林證券有限公司之
市場地位。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之公佈所披露，本集團訂立一項協議，
以收購位於中國深圳市寶安區觀瀾之多項物業之全部權益。收購事項已於本年度
完成，總成本約為105,400,000港元。該等物業現時乃出租予獨立第三方，並於綜
合財務狀況表中入賬列作投資物業。獨立估值師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
該等物業重估之價值為121,900,000港元。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之通函所披露，本集團訂立一項協議，
以收購美林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該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前海美林
融資租賃（深圳）有限公司乃持牌可從事融資租賃及經營租賃業務，而所收購之主
要資產為位於中國深圳市福田保稅區花樣年 •福年廣場309、311及313室之物業（「中
國物業」）。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完成。通過這項收購，董事會擬在國
內發展融資租賃業務，中國政府（尤其是於前海灣保稅港區）對融資租賃行業推行
支持政策，對本集團之融資租賃業務有利。中國物業用作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國內
業務營運之辦公室，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入賬列作物業、廠房及設備。

財務回顧
概覽

本集團已將其財政年度結算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由二零
一四年起生效。本份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首份涵蓋一月一日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之全年業績公佈，而財務報表及相關附註之比較金額則涵
蓋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因此並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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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作比較。為作有意義之比較，本節「財務回顧」乃使用去年同期（即二零一四
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數據為比較數字。務請注意，
去年同期之財務數據並未經由核數師審閱或審核。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所錄得之總收益約為202,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105,800,000港元增長約90.9%。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約為
32,600,000港元，反觀去年同期則錄得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17,200,000港元。

本集團收益顯著增長主要是有賴於年內汽車零件分類所貢獻之收益增加，以及新
的業務分類（包括金融服務分類及貿易分類）帶來新的收益來源。於本年度，汽車
零件分類貢獻約95,400,000港元之收益，於去年同期則為23,900,000港元，至於金
融服務分類與貿易分類則分別貢獻收益約5,000,000港元及約21,900,000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增長主要得力於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約90,100,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20,400,000港元），當中部份被公平價值收益之相關遞延稅項約
14,5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9,600,000港元）及企業開支增加約14,900,000港元抵
銷。企業開支增加主要是由於僱員成本上升、香港新總辦事處租金開支增加以及
錄得股本結算購股權開支。

業務分類回顧

商業印刷分類於年內貢獻之收益約為68,2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益33.8%。約
68,200,000港元之收益較去年同期約66,100,000港元有3.2%的溫和增長。商業印刷
分類錄得經營溢利約1,200,000港元，至於去年同期則為經營虧損約200,000港元。

於本年度，來自籤條分類之收益約為11,5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益5.7%。籤條
分類收益較去年同期約15,800,000港元下跌27.2%。收益下跌主要乃由於客戶訂單
減少所致。籤條分類之客戶主要從事製衣業。銷售訂單於年內大幅減少，原因為
客戶對籤條之需求下降。鑑於經營業績走下坡，本集團已於本年度內作出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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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港元之減值虧損準備。由於銷售訂單大幅減少，因此籤條分類於本年度錄
得2,300,000港元之經營虧損，而去年同期則為經營溢利1,300,000港元。

汽車零件分類年內貢獻之收益約為95,4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益之47.2%。汽
車零件分類乃自二零一四年十月開始營運，於去年同期錄得之收益約為23,900,000

港元。此分類於本年度錄得之經營溢利約達5,700,000港元，至於去年同期則為
1,400,000港元。

自二零一五年五月完成收購偉祿美林證券有限公司後，本集團即展開經營金融服
務分類，該公司乃於香港從事提供證券經紀及保證金融資服務。誠如日期為二零
一五年十月十六日之通函所披露，本集團亦藉著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收購美林集
團控股有限公司而收購前海美林融資租賃（深圳）有限公司，並計劃將金融服務業
務擴展至中國的融資租賃。年內金融服務分類產生約5,000,000港元收益，佔本集
團總收益約2.5%。金融服務分類於本年度錄得1,200,000港元之經營虧損，主要歸
因於業務發展階段產生之經營成本（包括辦公室租金開支、僱員成本及合規成本）
增加。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開設進行網上購買汽車零件之企業對企業營銷(B2B)電子商
務平台－www.1196.com，但企業對消費者(B2C)電子商務平台則仍在發展階段。
反之，本集團物色到若干電子產品與消費產品之供應商，並已於本年度開展該等
產品之貿易（「貿易分類」）。貿易分類於年內貢獻之收益約為21,900,000港元，佔
本集團總收益10.8%。貿易分類於本年度錄得經營虧損200,000港元，主要為電子
商務平台產生之僱員成本所致。

於本年度，本集團在中港兩地收購多個物業。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年內產生約
5,700,000港元之租金收入。獨立估值師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本集團之
投資物業進行重估，公平價值收益約達90,100,000港元，而相關遞延稅項開支則約
為14,500,000港元。



27

本集團於香港投資上市證券作買賣用途。於本年度，本集團之金融資產錄得
4,400,000港元之淨虧損。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約
為14,600,000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現金儲備及銀行融資撥付其營運所需。本集
團之財政健全，現金狀況保持穩健。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
與銀行結餘及已抵押定期存款合共約達210,6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81,5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本公司宣佈美林控股有限公司按每股1.40港元之認購價
認購36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普通股一事完成（「二零一五年認購事
項」）。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二日有關二零一五年認購事項之通函
所述，所得款項淨額約為503,000,000港元，擬用作撥付潛在房地產項目。截至本
公佈日期，全部所得款項淨額已悉數動用，當中約225,000,000港元已用作二零
一五年四月九日所公佈之收購香港物業；約10,000,000港元已用作資本開支；約
88,000,000港元已用作撥付及發展本集團之金融服務分類；約180,000,000港元則用
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按照附息銀行借貸約186,8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000港
元）及本集團總權益854,4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1,500,000港元）
計算，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21.9%（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0.2%）。

董事認為，本集團所持有之現金、流動資產、未來收益及可動用銀行信貸金額，
將足以應付本集團目前之營運資金所需。

外匯

本集團大部分交易均以港元、美元、歐元及人民幣進行；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約人民幣110,000,000元現金，乃保留作營運及財資用途。

本集團承受美元、歐元與人民幣兌港元產生之外匯風險。管理層一直密切注視外
匯風險水平，並會於有需要時採用金融對沖工具以作對沖之用。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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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擔保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其附屬公司獲授之一般銀行信貸向銀行
提供約220,000,000港元之公司擔保。此外，該等一般銀行信貸乃以本集團所擁有
賬面淨值合共約102,800,000港元之已抵押定期存款之法定押記以及賬面淨值合共
約288,000,000港元之物業作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獲授一般銀行信貸，乃
以本集團所持有賬面淨值合共約105,500,000港元之已抵押定期存款之法定押記作
抵押。

前景
未來數年，商業印刷與籤條業務分類之營商環境仍會充滿競爭。本集團將加強其
業務發展隊伍的陣容，務求達致銷售增長及提升市場佔有率。然而，商業印刷業
務之激烈競爭，會令本集團將上漲經營成本轉嫁予客戶身上時備受制肘。鑑於經
濟增長放緩，籤條分類之營商環境會更營挑戰，我們預期客戶對籤條、標籤、恤
衫襯底紙板及膠袋之需求仍會停滯不前。

本集團正在廣州設立汽車零件分類之中國營運。預期中國營運將有助促進銷售及
分銷汽車零件業務之擴展。此外，本集團正物色不同汽車零件品牌之供應商，務
求擴闊向客戶供應產品之種類。

於中國之電子商務發展充滿挑戰，但同時亦商機處處。本集團正在開發企業對消
費者(B2C)電子商務平台，此涉及評估電子商務與傳統經濟之間的結合點。此開發
乃持續不斷進行，而憑藉與中興供應鏈之間的戰略合作，相信能讓雙方充份利用
對方的商業平台與採購網絡，為客戶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高效益的供應鏈綜合
服務，同時為客戶降低相關成本，藉以提高客戶價值。

於本年度，本集團開始發展金融服務分類，將提供包括證券經紀、保證金融資、
放債及融資租賃服務等金融服務。二零一五年之股票市場極為動盪，本集團面對
異常挑戰。我們相信，即將推出的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將有助刺激
股市。而隨著前海政府推行多項有利政策，我們亦預期集團設於前海的融資租賃
業務將迎來龐大的潛在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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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九月，集團於深圳市保安區觀瀾（亦稱龍華新區）收購多項物業，乃
本集團發展房地產開發業務之重點項目。展望未來，本集團將致力探索一切潛在
房地產開發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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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四年：
無）。於本年度亦無建議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或特別股息（二零
一四年：每股0.5港元）。全年之股息總額為零（二零一四年：每股0.5港元）。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九日（星期四）舉行股東週年大會。為釐定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二）起
至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九日（星期四）止期間內（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
續，期間概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會上投票，務請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將所有
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
公司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曾於香港聯交所購回合共
700,000股股份，涉及之總代價（扣除開支前）為1,746,000港元。所有購回之股份隨
後已予註銷。有關該等交易之詳情概述如下：

  每股價格
月份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總價格
    港元

二零一五年九月 700,000股 2.5港元 2.49港元 1,746,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恪守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
則」）之所有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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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有關核
數、風險管理與內部監控制度及財務申報之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初步業績公佈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
表、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有關之數字乃經本公司核數師安永
會計師事務所同意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所載之款額一致。安永會計
師事務所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核準則》、
《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進行之核證工作，因此，安永會計師
事務所概不就初步業績公佈出具任何保證。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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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條款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
具體查詢後，董事均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刊發末期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乃載於本公司網站 (h t tp : / /www. rea lo rd . com.hk)及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年報將於稍後寄發予股
東，並在上述網站內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曉輝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曉輝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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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