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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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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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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入 � 184,619,595		 ���,���,���
銷售成本  (152,942,393	)	 (���,��0,��� )    

毛利  31,677,202		 ��,0��,0��

其他收入及收益 � 3,017,811		 �,���,���
銷售及經銷成本  (21,080,644	)	 (��,�0�,��� )
行政費用  (18,695,902	)	 (��,���,��� )
其他費用  (1,118,772	)	 (��,��0 )
融資成本 � (2,557,098	)	 (�,���,��� )    

除稅前溢利╱（虧損） � (8,757,403	)	 �,�0�,��0
稅項 � (850,000	)	 (��0,000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所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9,607,403	)	 �,���,��0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所佔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  (3.62)仙  0.��仙    

 攤薄  (3.62)仙  0.��仙    

每股股息 �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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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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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09,748		 �0�,00�,00�
預付土地租賃款  21,688,802		 �0,��0,���
其他無形資產  10,808,329		 �0,���,���
可供出售投資  680,000		 ��0,000    

非流動資產總計  184,386,879		 ��0,�0�,���    

流動資產
存貨  54,718,129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734,462		 ��,���,���
應收賬項及票據 � 91,721,870		 ��,���,���
衍生金融工具 ��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471,515		 ��,���,���    

流動資產總計  182,645,976		 ���,���,���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0 61,578,801		 ��,���,���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52,718,570		 ��,�00,���
衍生金融工具 �� 265,461		 –
帶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94,029,002		 ��,���,���
應繳稅項  4,493,723		 �,��0,���
產品保養撥備  103,810		 ���,��0    

流動負債總計  213,189,367		 ���,0��,���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30,543,391	)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3,843,488		 ���,���,���

非流動負債
帶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10,675,993		 ��,���,���
遞延稅項  1,308,449		 �,�0�,���    

非流動負債總計  11,984,442		 ��,��0,���    

資產淨值  141,859,046		 ���,0��,���    

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550,480  ��,��0,��0
儲備  115,308,566		 ���,���,�0�    

權益總額  141,859,0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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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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中期財務報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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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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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與庫存股份交易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經營權安排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界定福利資產之
 －詮釋第��號  限制、最低資金需要及其相互關係

採納以上之準則及詮釋並未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方式造
成重大影響。

2.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由兩個分類報告方式表達，(i)主要分類報告基準是按業務劃分；及(ii)次要分類報
告基準按地區劃分。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按照彼等經營的性質及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劃分為不同架構作個別管
理。本集團各個業務類別自成一個策略性業務單位，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因應不同之業務
類別而受制於不同之風險及回報規限。業務分類之詳情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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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液晶
體顯示器；

(b) 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消費品類別生產電子消費品包括時計，天氣預計及其他產品；
及

(c) 總公司及其它類別包括集團長期投資及總公司的收入及支出項目。

在決定本集團之地區類別時，分類收益乃按客戶所位於之地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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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分類業務之內部銷售及轉付乃參考銷售成本進行。

(a)	 業務劃分

以下表格列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劃分之
收入、溢利╱（虧損）及若干開支之資料：

	 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	 抵銷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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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收入 117,484,789	  ��,���,���  67,134,806  ��,0��,���  –	  –  –	  –  184,619,595	  ���,���,���
 內部類別銷售收入 1,238,366	  �,���,���  546	  �,���  –	  –  (1,238,912	) (�,���,��� )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2,774,180	  �,���,���  140,305	  ���,���  1,279	  �,0��  –	  –  2,915,764	  �,��0,���                   

 總計 121,497,335	  ��,���,���  67,275,657	  ��,���,���  1,279	  �,0��  (1,238,912	) (�,���,��� ) 187,535,359	  ���,���,0��
                   

分類業績 8,992,205	  �,���,���  (14,089,506	) (�,���,��� ) (1,205,051	) (���,00� )     (6,302,352	) �,00�,0��
           

銀行利息收入                 102,047	  ���,���
融資成本                 (2,557,098	) (�,���,��� )                   

除稅前溢利╱（虧損）                 (8,757,403	) �,�0�,��0
稅項                 (850,000	) (��0,000 )                   

本期間溢利╱（虧損）                 (9,607,403)	  �,���,��0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5,443,931	  �,���,�0�  7,276,118	  �,���,0��  510,057	  �0�,���  –	  –  13,230,106	  ��,���,���
 資本開支 28,978,125	  ��,�0�,0��  21,994,930	  �,���,0��  78,640	  ��,��0  –	  –  51,051,6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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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劃分

以下表格列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地區劃分之
收入及資本開支之資料：

	 分類收入	 其他分類資料
	 對外銷售收入	 資本開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香港 44,376,098		 ��,��0,���  5,788,920		 �,��0,��0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其他地方 11,810,396		 �,���,���  45,252,944		 ��,���,0��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計 56,186,494		 ��,�0�,���  51,041,864		 �0,���,���
日本 6,065,518		 ��,���,���  –		 –
其他亞洲國家* 15,983,751		 �,���,���  9,831		 –       

亞洲總計 78,235,763		 ��,���,���  51,051,695		 �0,���,���       

奧地利 24,247,510		 ��,��0,���  –		 –
德國 23,479,194		 ��,���,���  –		 –
其他歐洲國家** 30,146,797		 ��,���,���  –		 –       

歐洲總計 77,873,501		 ��,�0�,0��  –		 –       

美國 19,125,769		 ��,���,���  –		 ��,���
其他北美洲國家*** 1,609,220		 ���,���  –		 –       

北美洲總計 20,734,989		 ��,��0,���  –		 ��,���       

其他**** 7,775,342		 �,���,���  –		 –       

綜合 184,619,595		 ���,���,���  51,051,695		 �0,���,���
       

* 其他亞洲國家主要包括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及韓國。

** 其他歐洲國家主要包括意大利、英國、法國、荷蘭、瑞士、丹麥、瑞典及西班
牙。

*** 其他北美洲國家主要包括加拿大及墨西哥。

**** 其他國家主要包括南美洲國家、澳洲及新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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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02,047		 ���,���
模具收入 1,405,149		 �0�,���
廢料銷售 234,515		 ���,�0�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收益
 －不符合對沖條件的交易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517,928		 ��0,000
其他 758,172		 ���,���   

 3,017,811		 �,���,���
   

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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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7,783		 �,�0�,0��
融資租約利息 69,315		 ��,���   

	 2,557,098		 �,���,���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折舊 10,832,282		 �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170,000		 �,���,00�
預付土地租賃款確認 227,824		 ���,���
匯兌虧損淨額 35,735		 ���,���
產品保養撥備 149,347  ���,���
應收賬項減值 818,349	 ��,��0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收益）
 －不符合對沖條件的交易 300,423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517,928	)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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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集團：
 本期－香港
  本期間稅項支出 850,000		 ��0,000
   

香港利得稅已按期內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二零零七年：��.�%）的稅率撥
備。

7.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股東所佔虧損淨額�,�0�,�0�港元（二零零七年：溢利�,���,��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0�,�00股（二零零七年：���,�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是按本年股東所佔虧損淨額�,�0�,�0�港元。於期間加權平均普通股股
份數目是���,�0�,�00股（二零零七年：���,�0�,�00股）已發行股份，等同用於計算每股基本
虧損的數目。同時，於期間已發行購股權假設被行使以致��,���股加權平均普通股在無代
價下發行。

8.	 股息

董事會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不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無）。

9.	 應收賬項及票據

客戶買賣條款中，除新客戶外，主要客戶都享有信用預提。一般發票需要在六十天內支
付，優良客戶可享用六十至九十天信用預提。每位客戶均有信用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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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以上所述及由於本集團的應收賬項涉及大量不同客戶，因此並無高度集中的信貸風
險。應收賬項是不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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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算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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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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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09,441		 ��,���,�0�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11,047,473		 �,��0,���
一百八十天以上 4,464,956		 �,���,���   

 91,721,870		 ��,���,���
   

10.	 應付賬項

在結算日應付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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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63,326		 ��,���,0�0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11,446,873		 �,���,���
一百八十天以上 968,602		 ��,���   

 61,578,801		 ��,���,���
   

應付賬項為免息及一般於六十至一百二十日到期償還。

11.	 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是－遠期貸幣合同其賬面金額相當於其公平價值。

本集團簽訂一份出售��,000,000美元或買入��,000,000美元的遠期貨幣合同。此遠期貨幣合
同之到期日為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及整個合同期間將會有十五個到期日，而其中三個
已於結算日到期。此遠期貨幣合同不符合對沖會計法標準。此非對沖貨幣衍生工具的公平
價值之變更為虧損�00,���港元已計入本期間利潤表內（二零零七年：溢利�,���,���港元）。

12.	 購股權計劃

根據現行購股權計劃所發行而尚未行使購股權之累計最大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任何時候
股票發行量的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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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根據計劃，本公司有�,�00,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根據本公司現行股本結構，
全面行使餘下之購股權將導致本公司額外發行�,�00,000股普通股，額外股本為��0,000港
元，股份溢價為�0�,�00港元（扣除發行開支前）。

於批准此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當日，根據計劃，本公司有�,�00,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
佔本公司當日已發行股份約0.��%。

13.	 關聯人士交易

(a) 本集團若干銀行融資其中�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000
港元）已於結算日動用，乃由本公司一名董事提供之個人擔保���,�00,000港元（於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港元）作為抵押。該董事並無就提供該等擔保收
取任何代價。

(b) 本集團提供予重要管理人員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6,674,941		 �,���,���
退休僱員褔利 14,040		 ��,0�0
終止福利 126,011		 ���,���
以股份作支付的費用 8,221		 �,���   

給予重要管理人員之總報酬 6,823,213		 �,���,���
   

14.	 或然負債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附屬公司之貸款擔保 190,850,000		 ��0,��0,000
   

15.	 財務報表之批准

董事會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批准及授權刊發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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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達���,�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
加�.�%。然而，整體毛利則由去年同期約��,000,000港元下跌至本期間約��,�00,000港
元。股東應佔虧損約為�,�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溢利�,�0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虧損為�.��港仙（二零零七年：每股盈利
0.��港仙）。

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

本財政期間對許多香港製造商如本集團是一挑戰年度。不利因素包括人民幣升值、原材
料價格及工人工資上漲、美國及其它國家的經濟衰退，都對本集團在經營及經營成本有
不良之影響。因此，雖然本集團的總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有進一步增長，但毛利率仍較去
年同期下跌約�.�%。

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之銷售額由去年同期約��,000,000港元下跌至本期間約��,�00,000港
元，下跌約為��.�%。該分類業務營業額下跌的主要原因，為該分類業務的部份市場出現
經濟放緩，及部份新產品延遲推出市場。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之經營業績亦因營業額下
跌而較去年同期減少約�0,�00,000港元。

於本期的第二季，本集團將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的生產廠房設施搬遷往一新廠房。本集
團預期新的生產設施將使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之生產能力及效率提升，並可向其顧客提
供更廣泛的產品及服務。

於去年財政年度，本集團已簡化及重組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的營運和架構，及投資建立
新的生產設備，以鞏固及强化該分類業務的競爭能力以便於提供“一站式購物”方案予該
分類業務的顧客。位於中國中山之新廠房設施已於本期初正式投產，本集團欣然報告該
等行動策劃已為本集團帶來正面的結果。此分類業務的營業額由去年��,�00,000港元增加
至本年���,�00,000港元，增幅約為�0.�%。營業額改善之主要原因為海外市場之銷售額
增加。此分類業務的經營業績亦比去年增加約�,�00,000港元。



- �� -

一如往年情況，本集團面對生產及營運成本上漲。由本期的六月份開始，本集團已向顧
客商討調高本集團產品的售價，以便抵消生產成本上漲。本集團欣然滙報大部份顧客已
接受本集團調高售價的要求。新售價在下半年度已開始生效，本集團預計新售價會進一
步改善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毛利率。另一方面，本集團會繼續開發高毛利率的新產品、實
施成本控制措施及改良生產效率之策略，以維持整體毛利率及改善集團利潤。

於本期間，本集團成功完成優化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及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的生產廠房
設施。我們相信現有的廠房設施將可支持本集團的業務拓展計劃，並預算在下一財政年
度內沒有任何重大的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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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往來銀行及其它財務機構所提供之銀行
備用信貸作為其營運資金。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及財務機構借款總額，包括長期貸款、融資租賃、透支
及進出口貸款約為�0�,�00,000港元，其中��,000,000港元將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之貸款
按浮動息率並以港元或美元結算為主，而名下之業務營運亦以該等貨幣為主，因此本集
團並沒有重大的匯兌風險。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總債項相對總資產基礎計算之負債率為��.�%（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已抵押資產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沒有銀行借款是以本集團的資產作抵押。

或然負債

除了公司給予銀行及其它財務機構有關附屬公司的貸款擔保外，本公司於結算日並沒有
其他或然負債。

資本結構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約為���,�00,000股，本集團之總股東權益
約為���,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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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董事會授予本集團部份服務供應商、資深行政人員及僱員購股
權。全面行使已授出但未獲行使之購股權將會導致�,�00,000股額外股份之發行以及約
�00,000港元之收入。

籌集資金

除了取得額外一般銀行備用信貸以支付本集團之買賣要求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特別籌集資金。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共有約�,�00名僱員，其中約�0名駐香港，約��名駐海外
及約�,00�名駐中國。

本集團主要根據目前業內慣例及勞工法例釐定僱員酬金。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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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之所有僱員實施一項定額供款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至於海外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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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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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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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守則（「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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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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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所載之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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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而設立的審核委員會，目的是對本集團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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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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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結算所有
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kpihl.com。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賴培和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賴培和先生、陳友華先生及鍾奕昌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孔蕃昌先生、梁文基先生及李沅鈞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