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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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www.upi.com.hk
 www.irasia.com/listco/hk/upi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United Pacific Industries Limited聯太工業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
「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五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53,689 51,537
銷售成本 (49,807) (49,946)

  
毛利 3,882 1,591
其他收入 379 225
利息收入 929 2,407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98) (1,293)
行政成本 (12,676) (14,222)
財務成本 4 — (1,823)
攤薄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 1,058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9 10,532 8,626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848 (3,431)
所得稅開支 6 (2,377) (1,552)

  
期內虧損 (529) (4,983)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8 (0.04)港仙 (0.43)港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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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529) (4,983)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85) (10)

換算於一間海外聯營公司之權益產生之

 匯兌差額 9 1,180 1,12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6 (15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101 96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72 (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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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96 3,95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9 147,607 152,38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83 77

  
151,186 156,417

  
流動資產
 存貨 10,268 12,59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42,120 34,565
 現金及銀行結餘 309,398 306,669

  
361,786 353,83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6,783 37,004
 應付稅項 11,150 7,587

  
47,933 44,591

  
流動資產淨值 313,853 309,24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5,039 465,65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11 1,703

  
511 1,703

  
資產淨值 464,528 463,95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3,171 133,171
 儲備 331,357 330,78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464,528 46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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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1. 一般資料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五日，本集團宣佈其財政年度結算日由九月三十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

日，此更改是為了使本公司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主要營運附屬公司的財政

年度結算日一致。因此，本中期業績覆蓋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而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及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所呈列之比較數字覆蓋由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列值，而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

能貨幣。

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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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除採納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2所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

括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的綜合財務報表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

遵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編製中期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若干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

斷、估計及假設均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及所呈報之資產與負債以及收入與開支之金額。實際結

果有可能有別於此等估計。

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 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工作。

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的綜合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

資料及披露，及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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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多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於本集團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財務期間生

效。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對編製及呈列本期間及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

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以下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務期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及可能與本

集團的中期財務報表有關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訂準則及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財務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 租賃 2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預計所有宣告將於宣告生效日期或之後開始的首段期間在本集團會計政策中採納。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分類資料乃根據呈報予本公司執行董事及管理層以供其決定本集團業務組成部分之資

源分配及評估該等組成部分之表現之定期內部財務資料編製。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僅擁有

一項消費電子產品製造的可報告經營分類。由於此乃本集團之唯一可報告經營分類，故並無呈

列其進一步的經營分類分析。

收益指所供應貨物之發票總值減去折扣及退貨。

本集團經營分類所呈報總額與本集團於中期財務報表內呈報之主要財務數據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報告分類虧損 (2,311) (4,987)

攤薄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 — 1,058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10,532 8,626

未分配企業成本 (6,373) (8,128)
  

除稅前溢利╱（虧損） 1,848 (3,431)

  

未分配企業成本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法律及專業費用、匯兌差額及辦公室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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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下表提供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不論貨物之來源）之收益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中國大陸 135 1,550

 香港（註冊地點） 368 254
  

503 1,804

美國 32,761 36,106

英國 11,683 4,622

歐洲 6,212 7,521

其他 2,530 1,484
  

53,689 51,537

  

4.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財務成本包括：

計息銀行借款及銀行透支之利息 — 7

可換股債券推算利息 — 1,816
  

—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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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乃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72 379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虧損淨額 213 243

存貨減值虧損 948 115

利息收入 (929) (2,407)

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 49,807 49,946

  
6. 所得稅開支

期內所得稅開支包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所得稅－香港：
 期間撥備 — —

  
本期所得稅－中國大陸：
 期間撥備 271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73)
  

271 (173)
  

股息預扣稅 3,298 —

遞延稅項 (1,192) 1,725
  

2,377 1,552

  
由於本集團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有就香港利得稅作
出撥備（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已就在中國大陸營運之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25%（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25%）計算撥備中國企業所得稅。

預扣稅乃就聯營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分配盈利內之溢利分派按 20%（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稅率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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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零）。

8.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529,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 4,983,000港元）以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18,279,590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48,313,453股）計算。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的計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已發行普通股 1,331,707,590 1,160,871,287

已行使購股權的影響（附註 (i)） — 870,166

庫存股份 (13,428,000) (13,428,000)
  

於六月三十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18,279,590 1,148,313,453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港仙）（附註 (ii)） (0.04) (0.43)

  

附註：

(i) 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下已行使購股權有關。

(ii)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相同。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具攤薄潛力之發行在外股份。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由於未行使購股權及尚未兌換之可換股債券的轉換影響為反攤薄，故每股基

本及攤薄虧損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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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 152,383 150,234

攤薄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附註） — 1,15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10,532 24,594

已宣派╱已收股息 (16,488) (16,080)

匯兌調整 1,180 (7,517)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7,607 152,383

  

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宇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宇錡」）之已發行

普通股由 176,000,000股增至 181,930,324股。本集團並無按應佔比例以每股新台幣 15元

認購新普通股。因此，本集團於宇錡之股本權益由 28.84%攤薄至 27.9%。由於緊隨新股

份發行後，本集團應佔宇錡之資產淨值超過本集團原本應佔宇錡之資產淨值，故截至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五個月，確認攤薄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約 1,152,000

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以下聯營公司擁有權益：

實體名稱 業務架構形式 註冊成立地點 主要營業地點 股本面值

本集團所持

股本面值比例

新台幣

宇錡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台灣 1,819,303,240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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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聯營公司之財務資料概述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37,522 35,848

流動資產 670,114 574,056
  

總資產 707,636 609,904
  

流動負債 (160,157) (45,400)

非流動負債 (2,797) (2,800)
  

總負債 (162,954) (48,200)
  

非控股權益 (15,624) (15,529)
  

資產淨值 529,058 546,175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資產淨值 147,607 152,383

  

銷售額 62,299 151,813

  

期內溢利 37,718 87,984

  

其他全面收益 4,229 (26,948)

  

全面收益總額 41,947 61,03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稅後） 10,532 2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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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9,387 31,342

減：減值撥備 (1,094) (881)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18,293 30,461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股息 16,488 —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339 4,104
  

42,120 34,565

  

按發票日期計，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 60日 17,496 16,627

61至 90日 386 5,302

91至 120日 411 7,504

120日以上 1,094 1,909
  

19,387 3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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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16,213 19,021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20,570 17,983
  

36,783 37,004

  

按發票日期計，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 60日 11,107 12,962

61至 90日 2,407 2,099

90日以上 2,699 3,960
  

16,213 1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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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回顧期」），本集團錄得來自持續經營業

務之收益 53,7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1,500,000港元

微升 4.3%。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面對挑戰重重的營運環境，以致產生虧損 500,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 5,000,000港元）。

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比，毛利率由 3.1%改善至 7.2%，反映在

嚴格的成本（尤其是勞工成本）控制下，更多外包工作令生產安排更為靈活。通過不

斷改進生產流程，材料成本及製造費用大致上維持穩定。由於回顧期內法律及專業

服務費用減少，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行政成本跌至 12,700,000港

元。

業務回顧

面對消費電子產品行業瞬息萬變，顧客對價格相當敏感，以及製造商之間競爭激

烈，本集團已採取措施，逐步令業務及市場覆蓋面多元化，以改善其業務前景及盈

利基礎。

行業一直受到整體增長一般以及變幻莫測之潮流趨勢所影響，其中包括新產品發佈

不斷增加、開發週期縮短以及消費者忠誠度變幻無常。該等因素對業界而言無異造

成嚴重衝擊，致其收益不斷下降以及利潤率不斷收窄。

對此，本集團已試圖從現有客戶中獲得更多訂單，以推動業務增長。同時，為緊貼

消費者多變的偏好及市場趨勢，本集團已不斷尋求新產品開發及招攬新客戶，同時

亦持續進行市場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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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電子產品分支線（「分支線」）

於回顧期內，嬰兒監視器繼續成為分支線的主要產品，兩名主要客戶佔銷售總額的

89.1%。美國仍為分支線的最大市場，佔銷售總額的 61.0%，英國排行第二，佔總銷

售額的 21.8%，而歐洲則排行第三，佔總銷售額的 11.6%。管理層認為，我們須投

放更多時間及努力，才能令分支線達致產品及市場組合平衡，惟管理層充分相信為

達成該目標，分支線已走上正確的方向。

除若干新產品型號正處於測試階段外，分支線亦已為某些日常護理產品進行印刷電

路板裝配。

激烈的價格競爭、維持高效率及質量、以及技術升級，一直都是分支線及同業面對

的挑戰。為應付該等挑戰，分支線將致力實現產品多樣化、提高生產效率以及為買

家提供更貼身的服務。

材料成本及製造費用大致維持穩定。成本仍為一項關鍵的挑戰，分支線仍會繼續實

行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包括通過有效的外包及輪班安排，以及自然流失的方式減

少員工人數。

業務發展

本集團持有宇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宇錡」）27.9%權益，該公司為一間在台灣的殯

葬服務公司。宇錡目前經營三個骨灰匣壁龕塔及一個戶外墓園。其收益主要源於銷

售骨灰匣壁龕及墓地。於回顧期內，宇錡向本集團貢獻溢利 10,500,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600,000港元）。

此項業務是本集團為推動收益及地域組合平衡而實施之策略。本集團正不斷尋求其

他可行的投資機會，以令股東回報最大化。

展望

消費電子產品行業正面臨著全球消費電子產品需求疲軟及產品和技術生命週期持續

下降的雙重壓力。全球公司均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中前行。為建立更為平衡及靈活的

盈利組合，偏重產品策略性多樣化及創新將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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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產品創新已令消費電子產品行業的參與者取得一定成果。本集團會繼續積

極回應科技及產品革新。為支持新產品開發計劃，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具競爭力及高

質素之供應商。

本集團亦將不斷調整，令資源投放至具增長潛力之領域及市場。同時將推展目標市

場營銷及以客為本方案，以繼續落實其業務發展方針。

就本集團而言，成本管理是另一項至關重要的持續性措施。為此，本集團將維持精

簡的經營架構。

為應對持續存在的挑戰，本集團將堅持不懈地推進其業務擴張，專注產品創新、擴

大市場份額、開拓地區市場、以及追求卓越營運，以提升股東價值。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本集團就其整體業務採納審慎的融資及財務政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 309,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6,7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由於本集團並無外部借款，故資本

負債比率為零（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大部份銀行結餘主要為港元。由

於具備手頭現金及銀行結餘，本集團有足夠的財務資源為其業務提供資金及履行其

業務的財務責任。

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 464,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4,000,000港

元），而流動資金比率（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為 754.8%（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793.5%）。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多數以港元、人民幣及新台幣計值。考慮到該等貨幣之間的匯

率相對穩定，本集團認為相應面對的人民幣與新台幣匯率波動的風險不大。

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衍生金融工具或對沖工具。本集團將持續檢討經濟狀況及其外

匯風險情況，不斷積極監控外匯風險以儘量減少任何不利匯率變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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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 270名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60名僱員）。

員工之薪酬政策乃根據相關行業之整體指引釐定。本集團亦已為其各類僱員採納若

干花紅計劃、醫療保險及其他福利計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會定期予以檢討，並與

個別員工之表現、資格及當前市況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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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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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巿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其本身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全體董事經本公司作出特別查

詢後確認，彼等於整個回顧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內所規定之條文。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

條文。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成員包括胡競英

女士（主席）、黃河清博士及藍彥博先生。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

員會審閱，彼等認為此等中期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法律規定，且已作出足夠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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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於本公司網站（www.upi.com.hk及www.irasia.com/listco/hk/upi）及聯交所指

定網站 (www.hkexnews.hk)刊載。中期報告亦即將在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上可供瀏

覽。

承董事會命

聯太工業有限公司 *

執行董事

Kelly Lee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一名執行董事Kelly Lee女士；兩名非執行董事拿督Choo Chuo 

Siong及孫日輝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河清博士、藍彥博先生及胡競英女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