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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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248）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56,568 129,889

銷售成本 (130,587) (103,736)

毛利 25,981 26,153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36 1,455

其他虧損 5 (226) (170)

銷售及分銷開支 (3,221) (2,410)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20,732) (20,842)

融資成本 6 (1,237) (996)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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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7 601 3,190

稅項開支 8 (10) (3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91 3,153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或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534) 1,38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7 4,541 

每股盈利－（港仙）
－基本及攤薄 9 0.05仙 0.2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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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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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34 56,456

投資物業 209,920 209,92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2,247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 2,247 –

268,301 268,623 

流動資產
存貨 35,928 35,427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348 534

就承建工程應收客戶之款額 11 – 21,555

合約資產 11 22,593 –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2 38,415 59,223

可退回稅項 21 21

現金及銀行結餘 26,912 30,350

124,217 147,11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3 14,344 18,584

合約負債 14 1,031 –

應付稅項 164 154

融資租約債務 45 80

銀行借貸 71,752 89,281

87,336 108,099 

流動資產淨值 36,881 39,011 

總資產值減流動負債 305,182 30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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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債務 330 348

遞延稅項負債 168 168

498 516 

資產淨值 304,684 307,11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453 12,453

儲備 292,231 294,665

總權益 304,684 3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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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乃遵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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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詮釋」））、香
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則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原
則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此等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
而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元（惟另有指示者除外）。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申報」及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
製。除下文所述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內所載相符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相關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載列確認及計量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若干關於購買或出售非金融
項目之合約的規定。

就金融資產減值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已採納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
模式，而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則採納已產生虧損模式。預期信貸虧損要求對金融資產
之相關信貸風險持續評估及計量，因此預期信貸虧損之確認會較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之已產生虧損模式為早。

本集團已根據過渡規定對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存在之項目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本集團已將初步應用之累計影響確認為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的期初權益
調整。因此，比較資料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呈報。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2,247,000港元由可供出售投資重新分類至透過其他全面收益
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該等投資並非持作買賣，預期不會於可見將來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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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及其他應收款及合約資產之虧損撥備一般按等同於整個有效期的預期信貸虧損的
金額計量。該等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乃根據本集團的歷史信貸虧損經驗使用撥備
矩陣進行估計，根據債務人的特定因素及本集團於報告日期可獲得之有關當前狀況及
預計未來經濟狀況的資料進行調整。

於評估金融資產之信貸風險時，本集團考慮合理及有理據而毋須付出不必要成本或努
力即可獲得之量化及質化資料（包括違約風險、過往及前瞻性資料，例如可能對貿易
應收款之收回可能產生不利影響之整體市場、經濟或法律環境）。

本公司董事認為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並無對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之保留溢利
產生重大影響。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
當中涵蓋自銷售貨品及提供服務產生之收入，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造合約」（「香
港會計準則第11號」），當中指明建造合約之會計處理。此前，建造合約及提供服務所
產生之收入隨時間確認，而銷售貨品所得收益通常於貨品所有權風險及回報轉移予客
戶時確認。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入於客戶獲得合約之承諾貨品或服務之
控制權時確認。此可為單個時間點或一段時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確定以下對承諾貨品或服務之控制權被視為隨時間轉移之三
種情況：

(i) 當客戶於實體履約時同時接受及使用實體履約所提供之利益時；

(ii) 當實體履約創造或增強一項於資產被創造或增強時由客戶控制之資產（如在建
工程）時；及

(iii) 當實體之履約並無創造對實體而言具替代用途之資產，且該實體對迄今完成之
履約付款具有可執行權利時。

倘合約條款及實體活動並不屬於任何該等三種情況，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實體於某一指定時間點（即控制權轉移時）就銷售貨品或服務確認收入。所有權風險及
回報之轉移僅為於釐定控制權轉移發生時將考慮之其中一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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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時採用修正追溯法，即採納的累計影響（如有）
將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之保留溢利中確認，而比較資料將不予重列。除呈列合約資
產及合約負債外，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績及
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為遵循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用術語，本集團於二零
一八年四月一日作出以下修訂：

(i) 有關銷售物聯網解決方案的「應收建造工程客戶款項」已重新分類為「合約資產」；
及

(ii) 早前計入「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有關就未交付客戶之貨品銷售已預收客戶按金
或款項的「預收客戶款項」已重新分類為「合約負債」。

相比於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前應用之前生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11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財務狀況的影響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先前呈報之

賬面值

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第15號的影響

於二零一八年
四月一日之

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
應收建造工程客戶款項 21,555 (21,555) –

合約資產 – 21,555 21,555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8,584 (1,378) 17,206

合約負債 – 1,378 1,378

銷售流動電話

銷售流動電話之收入乃(i)品的控制權獲轉讓時，即當產品交付給客戶並且無未履行責
任可能影響客戶對產品的接受時；及(ii)可合理確保相關應收款項的可收回性時確認。
根據過往經驗，預期退貨的金額不大，故並無確認退貨的合約負債及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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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物聯網（「物聯網」）解決方案

銷售物聯網解決方案之收入當實體履約創造及增強一項於資產被創造或增強時由客戶
控制之資產或在建工程且該實體對迄今完成之履約付款具有可執行權利時，根據投入
法隨時間確認（即實體為完成履約責任而付出的努力╱投入，相對於其為完成該項履
約責任而預期所需的總投入）。

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對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修訂。

3. 收益╱分部資料

收益指銷售流動電話、銷售物聯網解決方案及總租金收入。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匯報分部如下：

於香港銷售
流動電話

於香港
銷售物聯網
解決方案

於中國大陸
和其他

東南亞國家
銷售物聯網
解決方案 物業投資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外部客戶收益 123,199 25,180 5,923 2,266 156,568
跨部銷售 – 7 – – 7

匯報分部收益 123,199 25,187 5,923 2,266 156,575

匯報分部溢利╱（虧損） 2,358 685 (2,797) 581 827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9 – – – 29
融資成本 (741) – – (496) (1,237)
本期間折舊 (281) (122) (22) (31) (456)
匯報分部資產 141,555 52,161 14,884 181,323 389,923
期內非流動資產增加 12 52 31 39 134
匯報分部負債 42,316 6,838 5,691 32,821 8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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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匯報分部如下：

於香港銷售
流動電話

於香港
銷售物聯網
解決方案

於中國大陸
和其他

東南亞國家
銷售物聯網
解決方案 物業投資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外部客戶收益 89,025 28,354 10,225 2,285 129,889

跨部銷售 – 121 – – 121

匯報分部收益 89,025 28,475 10,225 2,285 130,010

匯報分部溢利╱（虧損） 1,947 1,454 (247) 188 3,342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1 – – – 11

融資成本 (471) – – (525) (996)

本期間折舊 (184) (171) (180) (8) (543)

匯報分部資產 111,599 23,441 46,994 189,270 371,304

期內非流動資產增加 1 16 40 36 93

匯報分部負債 40,096 6,530 6,983 53,653 107,262

匯報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代表每一分部未經分
配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匯兌虧損淨額及稅項開
支前所錄得的溢利╱（虧損）。這是匯報主要經營決策者的計量方法，以調配資源及評
估分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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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域資料

外部客戶收益 非流動資產*
30.9.2018 30.9.2017 30.9.2018 31.3.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經營所在地） 150,671 118,128 264,093 264,263

中國大陸 2,981 7,029 199 175

新加坡 2,697 4,480 1,762 1,938

其他東南亞國家 219 252 – –

5,897 11,761 1,961 2,113

156,568 129,889 266,054 266,376

*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c) 匯報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對賬

截至六個月
30.9.2018 30.9.2017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匯報分部收益 156,575 130,010

跨部間收益撇銷 7 121

綜合收益 156,568 129,889

損益

匯報分部溢利 827 3,342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收益 (186) 18

匯兌虧損淨額 (40) (170)

綜合除稅前溢利 601 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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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2018 31.3.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匯報分部資產 389,923 412,952 

非流動金融資產 2,247 2,247

未分配企業資產 348 534

綜合總資產 392,518 415,733

負債

匯報分部負債 87,666 108,447

遞延稅項負債 168 168

綜合總負債 87,834 108,615

為監測分部表現及分部間之資源分配：

• 除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及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
資產外，所有資產分配給匯報分部。

• 除遞延稅項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給匯報分部。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個月
30.9.2018 30.9.2017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29 11

來自上市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 1 –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 18

已沒收按金 – 1,368

其他 6 58

36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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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虧損

截至六個月
30.9.2018 30.9.2017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186 –

匯兌虧損淨額 40 170

226 170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個月
30.9.2018 30.9.2017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不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1,237 996

7.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個月
30.9.2018 30.9.2017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經營租約物業租金支出
－最少租賃付款 525 614

－或然租金 519 332

1,044 946

折舊
－自置資產 438 533

－租賃資產 18 10

456 54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12,995 13,25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928 1,040

員工成本總額 13,923 1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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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開支

截至六個月
30.9.2018 30.9.2017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10 37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七年：16.5%）之稅率計算。

9.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591,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3,153,000港元）及已發行股份數目1,245,331,256股（二零一七年：1,245,331,256股）計算。

10.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零港元）。

11. 合約資產╱就承建工程而應收客戶之款額

30.9.2018 31.3.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所產生之合約成本 62,674 77,922

所確認溢利 13,156 10,205

75,830 88,127

按進度收取之賬單 (53,237) (66,572)

22,593 21,555

董事認為，合約資產之賬面值與彼等之公平值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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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七天至一個月。此外，若干已建立長期關係及過往還
款記錄良好之客戶，則會給予較長之信貸期。

應收貿易賬款合共34,315,000港元（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37,508,000港元）已計入本集
團之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內，其賬齡分析如下：

30.9.2018 31.3.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7,284 15,128

31至60日 6,047 4,301

61至90日 289 706

91至120日 608 738

121至360日 3,228 4,140

360日以上 6,859 12,495

34,315 37,508

董事認為，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近。

13.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應付貿易賬款7,88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9,434,000港元）已計入本集團之應
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其賬齡分析如下：

30.9.2018 31.3.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4,999 5,887

31至60日 653 174

61至90日 65 188

90日以上 2,171 3,185

7,888 9,434

14. 合約負債

合約負債主要與尚未交付予客戶的貨品銷售的預收按金或款項有關。收入乃於貨品交付予
客戶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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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a) 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公平值層級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報告期完結時按經常性基準計量的金融工具公平值，有關公平值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所界定之公平值三級架構中進行分類。公平值
所歸類的層級乃經參考以下估值技術所用的輸入數據的可觀察性及重要性而釐定：

•  第一級估值：僅以第一級輸入數據計量公平值，即相同資產或負債於計量日期
之活躍市場未經調整報價。

•  第二級估值：以第二級輸入數據計量公平值，即未能符合第一級規定之可觀察
輸入數據，以及不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不可觀察輸入數據即不可取得
市場數據之輸入數據。

•  第三級估值：以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公平值。

於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之公平值

於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值
計量分為以下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資產：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
壽險投資 1,947 – 1,947 –
非上市股本證券 300 – – 300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證券 348 348 – –

2,595 348 1,947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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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之公平值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

公平值計量分為以下等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壽險投資 1,947 – 1,947 –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證券 534 534 – –

2,481 534 1,947 –

b) 並非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的公平值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其他金融工具賬面值
以成本或攤銷成本列賬，與其公平值並無重大差異。

16. 關連人士交易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並無與其關連人士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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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為157,0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之130,000,000港元增加約21%。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為
6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3,100,000港元）。

銷售流動電話

於回顧期間內，收入為123,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8%（二零一七年：
89,000,000港元），乃由於諾基亞及vivo品牌推出新型號的手機所致。此分部錄得
溢利2,4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1,900,000港元）。

銷售物聯網解決方案

由於收入減少19%至31,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39,000,000港元），此分部錄得
虧損2,1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溢利1,200,000港元。

物業投資

於回顧期間，租金收入維持於2,300,000港元，而此分部之溢利由200,000港元增加
至600,000港元。

前景
作為諾基亞品牌之授權分銷夥伴以及vivo品牌在香港市場之授權分銷商，本集團
預期流動電話之銷售額於本年度下半年將穩定。

至於物聯網解決方案，本集團將增強成本控制及研發更多產品以滿足市場需求。

物業投資分部方面，我們預期租金收入將會保持穩定。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之
投資物業已全數出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繼續保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
行結餘合共約為27,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30,000,000港元），而
銀行貸款為72,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89,000,000港元）。董事會
相信本集團具備足夠資源以滿足其承諾及營運資金需要。資產負債比率為24%（二
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29%），乃指借貸總額與總權益之百分比。



18

僱員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約120名員工（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120名），而僱員酬金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為11,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12,000,000港元）。僱員薪酬及花紅組合乃按個別員工功績及表現而釐定，並至少
每年檢討一次。本集團一直與僱員維持良好關係。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一般銀行信貸以(1)總帳面值為53,900,000港
元（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54,100,000港元）之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之第一法
定押記；(2)總公平值為199,45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199,450,000

港元）之若干投資物業之第一法定押記；(3)銀行存款2,34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2,626,000港元）；及(4)總公平值為34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534,000港元）之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合共作出89,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89,000,000港元）企業擔保，作為附屬公司獲授銀行信貸之抵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遵守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列條文除外：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必須分開，且不得由同一名人士出任。本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沒有分開，而兩項職位現時由陳重義先生擔任。董事會相
信，將主席及行政總裁歸於同一名人士，使本集團在開發及執行長遠業務策略時，
為本集團提供強大而一貫之領導。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及改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
規及準則，確保業務活動與決策過程獲得恰當而審慎之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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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之守則條文A.6.7規定，其中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須出席
股東大會。朱初立醫生因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舉行之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之行為守則。每位董事經特定查詢後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並討論有關內部控制及
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

致謝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對本公司之股東、業務夥伴及本集團全體管理人員及員工於期
內所作出之貢獻及一直以來的支持，致以衷心感謝。

刊登及寄發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適當時候在本公司之網站「www.hkc.com.hk」及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www.hkexnews.hk」刊登。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陳重義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重義先生、陳重言先生、陳明謙先生、
胡國林先生、葉文瀚先生及周素芬小姐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雅穎先生、朱初立醫生
及羅家熊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