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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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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

期之比較數字。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所

審閱。

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入 2 215,208,824 226,947,051
銷售成本 (180,001,320) (187,314,478)  

毛利 35,207,504 39,632,573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4,932,159 2,953,908
銷售及經銷成本 (18,200,036) (17,088,068)
行政費用 (16,498,387) (14,392,769)
其他費用 4 – (2,654,010)
融資成本 5 (908,226) (649,836)  

除稅前溢利 6 4,533,014 7,801,798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1,660,870) 1,379,598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溢利 2,872,144 9,181,396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1.08港仙 3.44港仙
  

攤薄 1.08港仙 3.44港仙
  

中期股息之詳情於財務報表附註9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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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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本期間溢利 2,872,144 9,181,396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以損益入賬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119,895) 13,033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2,752,249 9,19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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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2,834,170 214,615,320
預付土地租賃款 12,882,126 13,038,330
其他無形資產 – –
可供出售金融投資 680,000 680,000  

非流動資產總計 226,396,296 228,333,650  

流動資產
存貨 74,144,615 56,553,52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622,108 10,533,192
應收賬項及票據 10 80,063,436 79,852,65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891,892 35,305,971  

流動資產總計 197,722,051 182,245,348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1 48,015,573 43,998,20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52,686,504 51,138,294
衍生金融工具 12 – 256,447
帶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7,822,787 28,395,144
應付股息 5,340,096 –
應繳稅項 6,867,233 6,299,396  

流動負債總計 150,732,193 130,087,486  

流動資產淨值 46,989,858 52,157,86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3,386,154 280,49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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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負債
帶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4,443,637 18,961,148
遞延稅項負債 9,295,324 9,295,324  

非流動負債總計 23,738,961 28,256,472  

資產淨值 249,647,193 252,235,040
  

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700,480 26,700,480
儲備 222,946,713 220,194,464
建議股息 – 5,340,096  

權益總額 249,647,193 252,23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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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繳入盈餘 資產重估儲備 匯兌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建議股息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26,700,480 50,856,881 660,651 48,316,084 12,425,888 107,934,960 5,340,096 252,235,040

本期間溢利 – – – – – 2,872,144  – 2,872,144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119,895) – – (119,895)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119,895) 2,872,144  – 2,752,249

與本公司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批准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  –  –  –  –  –  – (5,340,096) (5,340,096)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26,700,480 50,856,881 660,651 48,316,084 12,305,993 110,807,104  – 249,647,193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26,700,480 50,856,881 660,651 45,305,876 12,670,075 108,092,463 10,680,192 254,966,618

本期間溢利  –  –  –  –  – 9,181,396  – 9,181,39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13,033  –  – 13,033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13,033 9,181,396  – 9,194,429

與本公司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批准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  –  –  –  –  –  – (10,680,192) (10,680,192)
宣派二零一四年中期股息  –  –  –  –  – (5,340,096) 5,340,096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6,700,480 50,856,881 660,651 45,305,876 12,683,108 111,933,763 5,340,096 253,48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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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932,897) (4,247,05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6,327,778) (6,656,249)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4,910,132 10,149,05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淨額 (2,350,543) (754,24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5,305,971 55,645,830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63,536) 11,700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891,892 54,903,28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32,891,892 42,203,285
無抵押定期存款 – 12,700,000  

32,891,892 54,90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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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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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聯交
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而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惟以下

影響本集團及於本期間之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各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年度改進項目－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

各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年度改進項目－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

採納以上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之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2. 經營分類資料

為有效管理，本集團按照彼等經營的產品及服務劃分為不同的分類業務，有以下三個分

類：

(a) 精密零部件類別包括製造及銷售精密零部件包括按鍵、合成橡膠及塑膠零部件；

(b) 電子消費品類別包括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消費品包括時計、天氣預計及其他產

品；及

(c) 總部及其他類別包括本集團長期投資及總公司的收入及支出項目。

管理層（主要決策者），對本集團各經營分類之業績分別進行監察，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

及表現評估之決策。分類表現乃根據可報告分類之業績（其為經調整由持續經營除稅前

溢利╱虧損之計量）予以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乃貫徹以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

╱虧損計量，惟銀行利息收入及融資成本不包含於該計量。

內部類別銷售及轉付乃參考銷售成本進行。

內部類別管理費在綜合賬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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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 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 總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172,675,785 42,533,039 – 215,208,824
內部類別銷售 1,771,569 168,185 – 1,939,754
內部類別管理費 – – 2,880,000 2,880,000
其他收入及收益，

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 4,114,447 795,025 2,975 4,912,447    

178,561,801 43,496,249 2,882,975 224,941,025
調節：

內部類別銷售之抵銷 (1,939,754)
內部類別管理費之抵銷 (2,880,000) 

總分類收入 220,121,271
 

分類業績： 12,950,870 (6,886,778) (642,564) 5,421,528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19,712
融資成本 (908,226) 

除稅前溢利 4,533,014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5,658,308) (1,351,092) (1,503,594) (8,512,994)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56,204) – – (156,204)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收益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502,127 158,566 – 660,693

資本開支 (6,699,520) (26,050) (6,458) (6,73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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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 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 總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170,228,131 56,718,920 – 226,947,051
內部類別銷售 361,232 154,515 – 515,747
內部類別管理費 – – 2,460,000 2,460,000
其他收入及收益，

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 1,909,015 565,272 151,594 2,625,881    

172,498,378 57,438,707 2,611,594 232,548,679
調節：

內部類別銷售之抵銷 (515,747)
內部類別管理費之抵銷 (2,460,000) 

總分類收入 229,572,932
 

分類業績： 10,241,327 (1,478,433) (639,287) 8,123,607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328,027
融資成本 (649,836) 

除稅前溢利 7,801,798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3,841,613) (1,816,805) (1,439,036) (7,097,454)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14,834) – (41,370) (156,204)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346,227) (303,573) – (1,649,800)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763,200) (241,010) – (1,004,210)
資本開支 (7,986,666) (202,807) (4,290) (8,19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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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區資料

(a) 對外銷售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香港 24,604,545 32,017,170
中國大陸 33,210,971 34,743,493
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 34,894,972 29,525,324
北美洲 19,282,131 24,040,105
南美洲 6,863,720 13,451,283
歐洲 91,146,939 91,317,118
其他國家 5,205,546 1,852,558  

215,208,824 226,947,051
  

以上銷售收入資料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香港 48,868,800 50,231,789
中國大陸 176,661,328 177,412,407
其他國家 186,168 9,454  

225,716,296 227,653,650
  

以上非流動資產資料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但不包括可供出售金融投資。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客戶佔本集團總銷售多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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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9,712 328,027
模具收入 688,703 109,5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317,712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收益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660,693 –
匯兌收益，淨額 2,109,324 886,868
其他 1,453,727 1,311,766  

4,932,159 2,953,908
  

4. 其他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 1,649,800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 1,004,210  

– 2,654,010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413,054 576,548
融資租賃利息 495,172 73,288  

908,226 64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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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滯銷存貨撥備* 225,531 149,604
折舊 8,512,994 7,097,454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56,204 156,204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 1,649,800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收益）╱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660,693) 1,004,210
匯兌收益，淨額 (2,109,324) (886,86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317,712)

  

* 本期間之滯銷存貨撥備已包含在綜合利潤表之「銷售成本」內。

7.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集團：

本期－香港

本期間支出 1,141,000 470,000
往期間超額撥備 – (1,009,261)

本期－香港境外

本期間支出 999,761 862,401
往期間超額撥備 (479,891) (1,702,738)  

本期間稅項支出╱（抵免） 1,660,870 (1,379,598)
  

香港利得稅已按本期間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一四年：16.5%）的稅
率撥備。源於香港境外應課稅溢利的稅項已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受管轄區域的常用稅率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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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溢利額2,872,144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181,396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267,004,800
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7,004,800股）計算。

因並無具攤薄潛力的普通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基

本盈利與每股攤薄盈利相同。

9.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於本期間所佔：

中期股息－無

（二零一四年：每股普通股2港仙） – 5,340,096
  

於本期間批准以往年度所佔：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
（二零一四年：4港仙） 5,340,096 10,680,192

  

10. 應收賬項及票據

本集團與客戶買賣條款中，主要客戶都享有信用預提，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付款項。一

般發票需要在六十天內支付，優良客戶可享有六十至九十天信用預提。每名客戶均有信

用額度。本集團對未償還應收賬項有嚴緊控制及有信貸政策以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

層會對逾期應收款作經常審閱。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存在重大集中信貸風

險為15.1%（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之結餘來自精密零部件類別的一名
客戶（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名客戶）之款項。應收賬項為免息。該結餘之賬

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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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項及票據（續）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項及票據按發票日期及減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75,495,487 75,932,473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4,549,474 3,734,894
一百八十天以上 18,475 185,289  

80,063,436 79,852,656
  

11. 應付賬項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44,037,876 42,645,750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3,968,165 1,331,283
一百八十天以上 9,532 21,172  

48,015,573 43,998,205
  

應付賬項為免息及一般於六十至一百二十天到期償還。

12.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流動負債：

遠期貨幣合同 – 25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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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衍生金融工具（續）

遠期貨幣合同之賬面值相當其公平價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並

無簽訂任何遠期貨幣合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兩份美元（「美元」）兌人民幣

（「人民幣」）各為7,250,000美元的遠期貨幣合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
遠期貨幣合同之到期日分別為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日，而該等

遠期貨幣合同之遠期匯率範圍由每1美元兌6.1150人民幣至6.2150人民幣。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該等遠期貨幣合同並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標準。該等非對沖

貨幣之衍生工具的公平價值之變更虧損為1,649,800港元並已確認在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利潤表內。

以上遠期貨幣合同歸類為公平價值計量之第二級，而其公平價值會比較在相同銀行其於

報告期末，可觀察之遠期合同匯率及餘下合同到期日之遠期合同報價匯兌率而計量。

13. 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並無授

出、行使、註銷、放棄或屆滿的購股權及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尚

餘之購股權。

14.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提供予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4,511,937 4,340,90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7,000 17,249  

給予主要管理人員之總報酬 4,538,937 4,358,154
  

15.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尚未於財務報表計提撥備的或然負債包括本公司向銀行及其

他財務機構授予給附屬公司之備用貸款擔保約為221,6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21,600,000港元）。

16. 財務報表之批准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批准及授權刊發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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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宣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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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日止六個月：2港仙）。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今年上半年美元強勢嚴重影響歐洲國家的購買力，全球經濟存在多項不明朗因素

而影響客戶購貨意慾，需求萎縮，市場持續疲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本集團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5.2%至約215,200,000港元，整體毛利額減少
11.2%至約35,2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溢利約2,90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2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1.08港仙（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4港仙）。

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

今年上半年因美元強勢造成減價壓力及國內上調最低工資令製造成本持續上升影

響，本集團整體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降1.1%至16.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7.5%）。生產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13.9%至約102,000,000港元。銷售及
經銷成本增加約1,100,000港元，而行政費用增加約2,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
別上升6.5%及14.6%。融資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39.8%至約900,000港元。

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來自主要客戶的定單下跌，但由於新增客戶的定單上升，今

年上半年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1.4%至約172,700,000港元，新設備的購置提升
了生產能力，置換舊設備及機器明顯改善了生產效率，此分類業務之經營業績比去

年同期增加26.5%至約13,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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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續）

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因需求持續疲弱及受歐元貶值影響，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

25.0%至約42,500,000港元。國內生產成本上漲，定單減少使生產設施使用率低於
合理水平，此分類業務之經營業績錄得虧損擴大至約6,900,000港元（去年同期錄得
虧損1,500,000港元）。

本集團投資於精密零部件的新生產設備效果顯著，盈利能力得到改善及有助提升我

們的競爭力。本集團將繼續投放資源研究將生產自動化以應對勞工短缺及工資上升

所造成的壓力。同時，本集團致力加強銷售及市場推廣，提升及加強工程力量，積極

投放資源開發新技術以提高競爭力。由於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持續錄得虧損，本集

團將重新評估目前的營運架構及作出重整措施，祈望能夠盡快達至收支平衡。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其香港之主要往來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所提供

之備用信貸作為其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借貸總額，包括銀行所有貸款、融

資租賃及進出口貸款約52,3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項目之結餘總額約32,9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貸款按浮動息率並以港元或美元結算為主，而本集團名下之業務營運亦以

該等貨幣為主。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債項淨值除以總資本加債項淨值之總和計算之負債

率為33.4%（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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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本集團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機器及設備之賬面值約為33,300,000港元（於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500,000港元）已作為融資租賃之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除了本公司授予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給有關附屬公司的

備用貸款擔保外，並無其他或然負債。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為267,004,800股普通股，而本集團
之總股東權益約249,600,000港元。

籌集資金

除了取得一般銀行備用信貸以支付本集團之貿易買賣要求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籌集資金。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共有約2,294名僱員，其中約59名駐香港、約5名駐
海外及約2,230名駐中國大陸。

本集團主要根據目前業內慣例及勞工法例釐定僱員酬金。本公司自一九九六年十二

月以來已實行一項購股權計劃，目的是提供獎勵及報酬予本集團僱員。

此外，本集團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於香港之所有僱員實施一項定額

供款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至於海外及中國大陸的僱員，本集團須要按照其當地政

府所營辦的中央公積金，以僱員薪金的若干百分比作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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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
定而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按董事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權益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之長倉：

所持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董事姓名 直接實益持有
全權信託
之創辦人 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之百分比     

賴培和 17,622,000 *97,242,000 114,864,000 43.02
陳友華 7,700,000 – 7,700,000 2.88

    

* 賴培和先生之其他權益詳載於下文之「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

短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
而存置之本公司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各董事在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概無擁有任何權益或短倉。

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

間概無授予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藉收購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而

取得利益之權利，而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

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此等權利。

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概無授出任何購

股權或有購股權尚未行使、已失效、註銷或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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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予存
置之權益登記冊所載，以下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長倉：

所持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姓名
直接

實益持有人
配偶或

未成年子女
信託之
受益人 總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陳玉蓮（附註a） – 17,622,000 97,242,000 114,864,000 43.02
Celaya (PTC) Limited（附註b） – – 97,242,000 97,242,000 36.42
Trident Corporate Services 

(B.V.I.) Limited（附註c） – – 97,242,000 97,242,000 36.42
賴耀鎮（附註d） 1,198,000 21,450,000 – 22,648,000 8.48
林蓮珠（附註d） 22,434,000 214,000 – 22,648,000 8.48

     

附註：

(a) 陳玉蓮女士為賴培和先生之配偶，因而被當作持有該等股份權益。

(b) Celaya (PTC) Limited以賴氏家族單位信託之受託人身份持有97,242,000股股份。賴氏家
族單位信託所有已發行單位由Trident Corporate Services (B.V.I.) Limited以賴氏家族信
託（一全權信託，而賴培和先生之配偶及子女乃全權信託受益人）之受託人身份持有。

(c) 此欄所指之股份與附註(b)所指之同一批股份有關。

(d) 林蓮珠女士為賴耀鎮先生之妻子，而賴耀鎮先生與賴培和先生則屬兄弟關係。林蓮珠女

士及賴耀鎮先生申報同一批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獲知會有任何人士（不包

括本公司董事之權益，載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在本公司

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而須記錄於本公司
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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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本期間內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資料披露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及13.51(2)(g)條，本公司董事資料變動如下：

董事酬金－執行董事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薪金
退休福利
計劃供款 其他津貼 總酬金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賴培和 1,243,229 9,000 – 1,252,229
陳友華 1,017,991 – – 1,017,991    

2,261,220 9,000 – 2,270,220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賴培和 1,189,695 7,750 – 1,197,445
陳友華 974,155 – – 974,155    

2,163,850 7,750 – 2,171,600
    

董事袍金－獨立非執行董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孔蕃昌 166,968 159,780
梁文基 166,968 159,780
李沅鈞 166,968 159,780  

500,904 47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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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除下述偏離者外，於中期報告所涵蓋的會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而且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未區分，並由賴培和先生擔任。由於董事會將定期舉行會

議，以考慮影響本公司營運之重大事宜，因此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影響董事會與

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和授權失衡，並相信此架構能使本公司快速及有效制訂及

推行決策。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其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標準守

則。根據本公司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於整個期間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擁有一個按照上市規則第3.21條而設立的審核委員會，目的是對本集團財
務報表的流程和內部監控進行審閱和監督。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包括孔蕃昌先生、梁文基先生及李沅鈞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刊登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全部相關資料之本公司中期報告，將悉時刊登於香港交易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kpihl.com）。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賴培和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賴培和先生及陳友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孔蕃昌先生、梁文基先生及李沅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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