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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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起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AKSON HOLDINGS LIMITED
第一德勝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站：http://www.takson.com

（股份代號：918）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公佈

業績

第一德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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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58,354 255,135
銷售成本 (118,680) (209,608)  

毛利 39,674 45,527

其他收入 3 711 331
銷售、分銷及市場推廣開支 (17,047) (17,838)
行政開支 (32,158) (26,823)
外幣遠期合約（虧損）╱收益淨額 (8,262) 32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3,536) 1,904  

經營（虧損）╱盈利 (20,618) 3,427
財務費用 4 (2,711) (3,222)  

除稅前（虧損）╱盈利 5 (23,329) 205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2,264) 305  

年度（虧損）╱盈利 (25,593) 510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總額（除稅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估持作自用之樓宇之盈餘 301 1,886  

年度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5,292) 2,396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虧損）╱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5,593) 51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5,292) 2,39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港仙） 7 (3.30) 0.07  

— 攤薄（港仙） 7 (3.3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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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452 11,204

租賃土地 15,467 15,959

投資物業 78,790 82,326

遞延稅項資產 3,107 5,356  

108,816 114,845  

流動資產
存貨 1,260 6,339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8 759 3,268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25,101 30,699

已抵押銀行存款 4,509 4,50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009 8,413  

39,638 53,219  

資產總值 148,454 168,064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77,540 77,540

儲備 (37,620) (12,328)  

權益總額 39,920 6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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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及融資租賃承擔 614 659

離職後福利 — 263

遞延稅項負債 4,780 4,721  

5,394 5,64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9 2,407 892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5,070 4,500

衍生財務負債 4,499 —

銀行借款及融資租賃承擔 91,164 91,817  

103,140 97,209  

負債總額 108,534 102,852  

權益及負債總額 148,454 168,064  

流動負債淨額 (63,502) (43,99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5,314 7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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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
定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已就重估投資物業及樓宇作出修訂。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應用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新訂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採納該等準則之修訂及新訂詮釋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及呈報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於以下日期開始
或之後之會計

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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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號，監管遞延賬目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披露計劃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澄清折舊及 
攤銷方式的可接受方法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農業：生產性植物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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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投資者與 
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日期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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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下日期開始
或之後之會計

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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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號（修訂），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收購共同營運權益之會計處理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正在對其他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作出評估，而董事至今得出結論認為，應
用其他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外衣及運動服裝產品採購、分包、市場推廣及銷售，以及物業投資。年內確認之收益如
下：

出口業務 物業投資 綜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貨品銷售╱租金收入 155,468 251,807 2,886 3,328 158,354 255,135      

其他收入
其他利息收入 154 149 — — 154 149
樣辦銷售收入 121 — — — 12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 2 — — — 2
雜項收入 436 180 — — 436 180      

711 331 — — 711 331      

外幣遠期合約（虧損）╱收益淨額 (8,262) 326 — — (8,262) 32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 — (3,536) 1,904 (3,536) 1,904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以下業務分部：

出口業務 — 銷售外衣及其他成衣予海外客戶。

物業投資 — 投資及出租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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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報告形式 — 業務分部

二零一六年
出口業務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55,468 2,886 158,354   

分部經營虧損 (194) (14,320) (14,514)  

未分配企業支出 (6,104) 

經營虧損 (20,618)
財務費用 (2,622) (89) (2,711) 

除稅前虧損 (23,329)
所得稅開支 2,264 

年度虧損 (25,593) 

分部資產 45,561 102,293 147,854
未分配資產 600 

資產總值 148,454 

分部負債 88,333 18,455 106,788
未分配負債 1,746 

負債總額 108,534 

資本開支 927 436 1,36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56 334 990
租賃土地攤銷 — 492 492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 3,536 3,536
外幣遠期合約虧損淨額 8,262 — 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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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出口業務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51,807 3,328 255,135   

分部經營盈利╱（虧損） 13,865 (7,313) 6,552  

未分配企業支出 (3,125) 

經營盈利 3,427
財務費用 (3,149) (73) (3,222) 

除稅前盈利 205
所得稅抵免 305 

年度盈利 510 

分部資產 60,747 106,768 167,515
未分配資產 549 

資產總值 168,064 

分部負債 93,300 8,522 101,822
未分配負債 1,030 

負債總額 102,852 

資本開支 189 321 51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45 256 1,001
租賃土地攤銷 — 493 493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 (1,904) (1,904)
外幣遠期合約收益淨額 (326) —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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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報告形式 — 地區分部

二零一六年
營業額 指定非流動資產 資本開支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812 59,061 1,363
中國 2,075 46,648 —

美國 150,949 — —

加拿大 4,518 — —   

158,354 105,709 1,363   

二零一五年
營業額 指定非流動資產 資本開支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212 60,614 510
中國 2,116 48,875 —

美國 244,924 — —

加拿大 6,883 — —   

255,135 109,489 510   

收入按客戶所在國家分配。指定非流動資產及資本開支按資產所在地分配。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相關年度來自佔本集團出口業務總銷售額10%以上之客戶之收入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123,961 174,790
客戶乙 — 4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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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費用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2,667 3,180
融資租約承擔之利息部份 39 42
其他貸款之利息 5 —  

2,711 3,222  

5. 除稅前（虧損）╱盈利

除稅前（虧損）╱盈利乃扣除╱（計入）以下收支後列示：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成本 118,680 209,608
租賃土地攤銷 492 493
核數師酬金 550 343
折舊 990 1,00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3,536 (1,904)
匯兌虧損淨額 748 42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53 （2）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之租金 1,733 2,06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4,798 21,210  

6. 所得稅

(a) 扣除╱（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稅項金額為：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 — —

即期稅項 — 海外 15 13
遞延稅項
已動用╱（確認）之未動用稅項虧損 1,914 (318)
源自及撥回暫時差異 335 —  

2,264 (305)  

由於本年度之應課稅盈利已與去年之虧損抵銷，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二零一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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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未動用稅項虧損為153,87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37,006,000港元），可無
限期供對銷結轉之未來盈利。

本集團除稅前盈利之稅項與使用香港利得稅稅率計算應產生之理論數額之差異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盈利 (23,329) 205  

以香港利得稅稅率16.5%（二零一五年：16.5%）計算之稅項 (3,849) 34
其他國家不同稅率之影響 3 8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360) (437)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481 271
未確認之未動用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5,228 2,552
源自及撥回暫時差異之稅務影響 761 (612)
本年度動用過往年度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 (2,121)  

所得稅 2,264 (305)  

7.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盈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計算。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盈利（千港元） (25,593) 510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775,406 775,406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港仙）  (3.30)  0.07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港仙） (3.3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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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 109
1至3個月 — 800
4至6個月 759 2,359  

759 3,268  

所有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均以美元為單位。

本集團大部份出口銷售一般以記賬30日及即期信用證方式進行。本集團認為，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之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可全數收回，並相信毋須作出減值撥備。

9. 貿易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2,289 147
1至3個月 — 212
4至6個月 — 118
超過6個月 118 415  

2,407 892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應付賬款均以美元為單位。

供應商之付款期一般以信用證及記賬方式進行。若干供應商授予之賒賬期為30至60日。

10. 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五年：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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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出口業務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繼續致力於更高增值的原設計製造商（「ODM」）業務以利用其分包廠房之
產能。策略行動撤下季節性推廣系列及市場整合使營業額下降38.2%至155,500,000港元。

於美國華盛頓州註冊成立之全資附屬公司Global Sportswear Corporation，於回顧年度繼續從
事成衣貿易業務。營業額由二零一五年之10,600,000港元下跌至回顧年度之6,200,000港元。
經營業務經有效成本控制後稍有溢利。

毛利率由去年約16.8%上升至回顧年度約23.7%。此上升乃由於策略行動撤下利潤較低的季
節性推廣系列，以於旺季更有效利用分包商之產能所致。銷售、分銷及市場推廣開支下跌
4.4%，此乃由於產品開發開支減少所致。行政開支增加19.9%，主要由於招攬更多管理層級
員工之薪資費用，以及挽留各級員工之花紅付款上升所致。財務費用減少15.9%，乃由於業
務量較低而減少動用銀行融資所致。

邁步向前，本集團將繼續透過創立多元化設計及服飾系列壯大其ODM業務，並提供一站式
解決方案以迎合其客戶之採購需要。

物業投資

本集團繼續出租其於香港及中國之投資物業，錄得租金收入2,900,000港元，去年則錄得
3,300,000港元。於報告期末，所有投資物業已全部租出。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錄得公平值
虧損3,53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公平值收益1,904,000港元）。

財務回顧

於本財政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58,400,000港元，較去年255,100,000港元減少約
37.9%。出口業務及物業投資之營業額分別約為155,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51,800,000

港元）及 2,9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300,000港元）。出口業務之營業額下跌，乃由於策略
行動撤下季節性推廣系列及市場整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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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業務之毛利率約為23.7%（二零一五年：16.8%）。上升乃由於撤下利潤較低的季節性推
廣系列及美元兌人民幣升值引致較低之採購成本。

前景

隨著其ODM業務及於回顧年度推出之新產品系列取得成功，本集團將投放更多資源擴展其
利潤合理之ODM業務，並將為其OEM客戶提供物有所值之採購服務。除出口成衣業務外，
本集團將尋求其他可運用本集團於中國及美國採購網絡之業務機會。本集團亦正在投放更多
資源開發更多產品系列在春╱夏季銷售，以減少其對秋╱冬季之倚賴。物業投資業務繼續為
本集團帶來穩定之收入流。董事會對本集團之未來感到樂觀。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本身之營運資金、貿易融資及其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循環銀行貸款為其經
營業務提供資金。於本財政年度，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總淨額約為3,800,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流出2,3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借款淨額（包括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承擔）合共約為
91,8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92,5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償還之
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承擔總額當中，87%（二零一五年：84%）須於下一年償還，3%（二零
一五年：3%）須於第二年償還，其餘10%（二零一五年：13%）則須於第三至第五年內償還。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以浮動利率計息，而融資租賃承擔則以固定利率計息。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比率為0.38，而於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則為0.55。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與負債比率為0.73（二零一五
年：0.61），乃根據本集團之負債總額108,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02,800,000港元）及本
集團之資產總值148,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68,100,000港元）計算。於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包括已付多間分包廠房及布料供應商之
貿易定金18,6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1,2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為8,0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為8,400,000 

港元。現金及銀行結餘連同可供動用之銀行融資可提供充裕之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以應付
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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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及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及美元列賬及進行。本集團就其外匯風險管
理採取審慎策略，透過平衡貨幣資產與貨幣負債以及外幣收益與外幣支出，減低外匯風險。
本集團已訂立人民幣╱美元以淨額結算之結構性外幣遠期合約，面值為1,200,000美元分為
14期每月結算，以管理其外幣風險。合約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即時市場價值為虧損
4,500,000港元，及相同金額已悉數撥備並已計入經審核本年度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
外幣遠期合約虧損淨額。於財政年度結束後，該合約以5,600,000港元之成本解除。因此，
1,100,000港元之進一步虧損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中反映。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所持賬面總值約101,2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105,400,000港元）之香港及中國之投資物業及租賃土地及樓宇及4,500,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4,500,000港元）之定期存款已抵押作為第一法定押記，以獲取本集團之銀行融資。

或然負債及訴訟

本公司已就其附屬公司可獲授之銀行融資簽立擔保。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融
資已動用之金額為91,8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92,500,000港元）。本集團訂立衍生外匯合
約，倘人民幣匯率於屆滿日期跌穿6.60元兌1美元，則將產生虧損。於財政年度結束後，該
合約已解除及所產生之1,100,000港元虧損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中反
映。

除上述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或尚未了結之訴
訟。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有45名僱員（二零一五年：50名僱員）。僱員人數
減少乃由於季節性因素及自然流失所致。由於年內員工人數及付予員工之與表現掛鈎薪酬均
有上升，故年內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4,8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1,2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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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根據行業慣例釐定其僱員（包括董事）之酬金（包括公積金供款、保險及醫療福
利）。本公司董事酬金乃由薪酬委員會經考慮本公司經營業績、個別人員之表現及可比較之
市場數據後釐定。本集團亦為管理層及員工採納一項酌情花紅計劃，根據本集團業績及個別
僱員之表現每年釐定花紅。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向其董事及僱員授出尚
未行使之購股權，以就合資格僱員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向彼等提供獎勵或報酬。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本財政年度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財政年度內並無
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審閱末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本財政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A.2.1及A.4.1之偏離除外。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
進一步詳情載於本財政年度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

主席與行政總裁

守則條文A.2.1規定，本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公司已偏離守則條文A.2.1，而本公司之主席與行政總裁現由同一人擔任。黃德順先生現時
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董事會相信，此架構可為本集團提供穩固及貫徹一致之
領導，並使長遠業務策略之策劃與執行更為有效，故董事會目前擬維持此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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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之其中一個重要角色為領導董事會，以確保董事會一直以本集團之最佳利益行事。主席
應確保董事會有效運作、完全履行其責任，且所有關鍵問題均及時獲董事會討論。全體董事
均已獲徵詢對載入會議議程之任何建議事項之意見。

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損害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間之權力及授權之平衡。董事會由經驗豐
富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經驗豐富之管理團隊組成，確保權力及授權之平衡。董事會亦將不時
評估現有架構。

非執行董事之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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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偏離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惟須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87 條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重新選舉。

董事會相信，儘管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董事將致力代表本公司股東之長遠利益。

審核委員會

經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成立審核委員會指引」後，本公司已編製並採納載述審核委員
會職權及職責之書面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就本集團之審核範圍內之事宜為董事及本公司核數師之間提供一個重要連繫。其
亦會檢討外部審核、內部監控及風險評估之有效性。現時，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黃國泰先生及Motwani, Manoj Kumar博士，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黃德源先生組成。年內曾
舉行兩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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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末期業績及年報

本公佈於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takson.com)刊載。
載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所規定之所有資料之二零一六年年報，將於稍後於港交所網站及本
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黃德順

香港，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黃德順先生及彭書玉女士、三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甘力恆先生、黃國泰先生及Motwani, Manoj Kumar博士，及兩位非執行董事，黃德源先
生及彭書幗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