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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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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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675））））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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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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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利潤表簡明綜合利潤表簡明綜合利潤表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2 194,849,928 205,348,006 銷售成本  (159,432,768) (164,159,521)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毛利  35,417,160 41,188,485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7,584,637 1,742,693 銷售及經銷成本  (16,433,724) (13,871,088) 行政費用  (14,251,300) (11,232,637) 其他費用  (1,014,858) (32,451) 融資成本 4 (357,423) (340,103)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5 10,944,492 17,454,899 所得稅開支 6 (1,517,223) (1,060,429)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溢利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溢利  9,427,269 16,394,470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擁擁擁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有人所佔每股盈利有人所佔每股盈利有人所佔每股盈利 7 

 基本  3.53港港港港仙仙仙仙 6.16港仙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攤薄  3.53港港港港仙仙仙仙 6.15港仙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中期股息之詳情於財務報表附註8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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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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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溢利本期間溢利本期間溢利本期間溢利  9,427,269 16,394,470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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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4,181 (117,289)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1,121,450 16,277,181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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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0,898,970 159,467,363 預付土地租賃款  13,341,774 13,329,193 其他無形資產  631,733 317,496 可供出售金融投資  680,000 680,000 遞延稅項資產  514,989 514,989 預付租金  235,275 313,700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計  186,302,741 174,622,741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48,854,846 35,684,612 衍生金融工具 11 4,003,864 1,051,4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257,473 12,846,245 應收賬項 9 67,452,188 60,995,563 無抵押定期存款  12,500,00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6,421,538 59,277,670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總計  189,489,909 169,855,50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0 39,892,486 34,410,318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43,530,504 44,839,901 帶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9,320,198 12,148,444 應付股息  10,680,192 – 應繳稅項  13,160,400 13,146,766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負債總計  136,583,780 104,545,429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52,906,129 65,310,073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9,208,870 239,932,814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帶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390,921 2,556,123 遞延稅項負債  5,621,460 5,621,460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計  7,012,381 8,177,583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資產淨值  232,196,489 231,755,231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700,480 26,700,480 儲備  200,155,913 194,374,559 建議股息  5,340,096 10,680,19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權益總額  232,196,489 231,755,231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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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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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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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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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其他實體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額外過渡寬免－綜合財務報告、合營安排、披露其他實體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價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各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年度改進項目－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修訂 中期財務報告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修訂，若個別須予呈報分部的總負債資料是定期提供予主要決策者，而在編制中期財務報表時有關資料與該須予呈報分部在上一份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的數額比較出現重大變動，則中期財務報表內亦須披露該項資料。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修訂對本集團並無影響，因為與分部負債有關的資料並非定期向主要決策者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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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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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經營分類資料經營分類資料經營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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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液晶體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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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公司及其他類別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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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類之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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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業務之內部類別銷售及轉付乃參考銷售成本進行。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精密零部件精密零部件精密零部件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電子消費品電子消費品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總部及其他總部及其他總部及其他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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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分類收入分類收入分類收入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139,427,330 55,422,598 – 194,849,928 內部類別銷售 145,784 149,760 – 295,544 其他收入及收益 4,425,809 277,165 2,759,218 7,462,19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143,998,923 55,849,523 2,759,218 202,607,664 調節： 內部類別銷售之抵銷    (295,544)         ____________ 
 總分類收入    202,312,12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8,342,237 3,604,210 (766,977) 11,179,470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122,445 融資成本    ( 357,423)         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10,944,49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775,754 1,689,949 1,000,998 6,466,701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13,026 – 41,370 154,396 資本開支     

  - 本期間添置 6,723,914 325,498 81,282 7,130,694 

  - 收購產生 (附註 15) 9,522,904 – – 9,522,90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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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經營分類資料經營分類資料經營分類資料 (續續續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分類收入分類收入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137,244,847 68,103,159 – 205,348,006 內部類別銷售 954,397 713,333 – 1,667,730 其他收入及收益 1,516,996 175,711 497 1,693,20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139,716,240 68,992,203 497 208,708,940 調節： 內部類別銷售之抵銷    (1,667,730)         ____________ 
 總分類收入    207,041,21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14,318,328 5,326,740 (1,899,555) 17,745,513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49,489 融資成本    (340,103)         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17,454,89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435,007 2,599,949 606,866 6,641,822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11,217 – 41,370 152,587 資本開支     

  - 本期間添置 1,076,661 110,069 2,950 1,189,68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 

 
(a) 對外銷售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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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33,731,959 28,834,575 中國大陸 17,434,655 15,301,626 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 29,306,870 34,795,737 北美洲國家 33,311,058 19,210,962 歐洲國家 65,915,394 101,982,698 其他國家 15,149,992 5,222,40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194,849,928 205,348,00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以上銷售收入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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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經營分類資料經營分類資料經營分類資料 (續續續續) 

 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 (續續續續)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香港     38,602,191 39,217,860 中國大陸 146,454,668 134,141,582 其他國家 50,893 68,310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185,107,752 173,427,75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非流動資產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但不包括可供出售金融投資及遞延稅項資產。 

 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9,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3,700,000港元）的收入，佔本集團總銷售多於10%，乃來自精密零部件類別的一名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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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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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利息收入 122,445 49,489 模具收入 68,719 81,14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4,305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收益 

–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2,952,452 473,615 收購議價收益 (附註15) 2,758,413 – 其他 1,682,608 1,134,143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7,584,637 1,742,693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4.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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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267,099 219,202 融資租賃利息 90,324 120,901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357,423 340,103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5.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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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 6,282,951 5,999,322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83,750 642,500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54,396 152,587 滯銷存貨(撥回)/撥備* (1,546,585) 30,458 匯兌差額，淨額 1,014,858 32,451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收益 

–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2,952,452) (473,61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4,305)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 本期間之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及滯銷存貨撥回/撥備已包含在綜合利潤表上之「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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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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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 本期－香港   本期間支出 100,000 550,000 往年超額撥備 (140,130) – 本期－其他地區 本期間支出 1,557,353 510,429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本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1,517,223 1,060,429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利得稅已按期內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一二年：16.5%）的稅率撥備。源於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應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受管轄區域的常用稅率計算。 

 

7.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擁有擁有擁有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人所佔每股盈利人所佔每股盈利人所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額9,427,269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394,470港元），及於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267,004,800股（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5,941,613股）計算。 

 本期間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相同，因本期間本公司並沒有具攤薄潛力的普通股。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攤薄盈利是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額16,394,470港元計算。在計算時採用去年同期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265,941,613股即為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的股數，以及去年同期假設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被視為已獲行使或轉換所有具攤薄潛力的普通股為普通股而無償發行計算。 

 

8.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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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所佔： 

 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2港仙 

 （二零一二年：2港仙） 5,340,096 5,340,096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於本期間批准以往年度所佔： 

 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4港仙 

 （二零一二年：4港仙） 10,680,192 10,680,19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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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項應收賬項應收賬項應收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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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客戶可享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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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存在重大集中信貸風險，由於17.9%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7%)之結餘來自精密零部件類別的一名客戶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名客戶) 之款項。應收賬項是不計利息。該結餘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項按發票日期及減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61,373,165 59,048,521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4,799,151 1,842,760 一百八十天以上 1,279,872 104,28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67,452,188 60,995,563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10. 應付賬項應付賬項應付賬項應付賬項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37,172,648 33,040,573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2,560,351 1,298,552 一百八十天以上 159,487 71,193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39,892,486 34,410,318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應付賬項為免息及一般於六十至一百二十天到期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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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流動資產 : 遠期貨幣合同 4,003,864 1,051,41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遠期貨幣合同之賬面值相當其公平價值。本集團簽訂三份美元 (「美元」) 兌人民幣 (「人民幣」)各14,500,000美元的遠期貨幣合同（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兩份各14,500,000美元的遠期貨幣合同）。該等遠期貨幣合同之到期日分別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該等遠期貨幣合同之遠期匯率分別為1美元兌6.412人民幣、兌6.294人民幣及兌6.232人民幣（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1美元兌6.412人民幣及兌6.294人民幣）。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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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收益2,952,452港元並已計入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利潤表內（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73,615港元）。 

 以上遠期貨幣合同的價值歸類為公平價值等級之第二級，而其公平價值乃自有關資產或負債可直接或間接地可觀察輸入數據（包括利率及市場遠期價格）而得出。  
12. 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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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任何時間有購股權尚未行使、已失效、註銷或已行使。 

 

13. 關關關關連連連連人士交易人士交易人士交易人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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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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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僱員福利 4,321,458 4,300,824 退休後福利 10,453 22,820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給予主要管理人員之總報酬 4,331,911 4,323,644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14.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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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機構提供附屬公司之貸款擔保約為110,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4,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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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業務合併業務合併業務合併業務合併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本集團以總現金代價約12,300,000港元完成收購新藝塑膠製品廠有限公司（「新藝」）及銀柏達有限公司（「銀柏達」）的全部已發行普通股股本。新藝及銀柏達專營製造及銷售雙色塑膠模具及塑膠製品，與本集團的精密零部件業務可形成互補，產生協同效應及擴展業務範圍。新藝及銀柏達經營之業績已包含於精密零部件的分類。  以下概述就新藝及銀柏達於收購日所支付的代價、所購得的資產及所承擔的負債的公平價值： 

 

   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9,032,885 其他無形資產  490,019 存貨  3,569,114 應收賬項  11,639,89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06,25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600,883 應付賬項  (8,671,662)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5,202,498) 
  __________________ 資產淨值  15,064,891 收購議價收益  (2,758,413) 
  __________________ 以現金支付之總代價  12,306,478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收購的現金流出淨額： 已支付之現金代價  12,306,478 已收購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600,883) 
  __________________ 

  8,705,595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本集團於其業務合併內確認約 2,800,000 港元之收購議價收益。該收益已計入其他收益中。收購議價收益來自應佔已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之公平價值超出為權益所支付代價之差額。收購議價收益主要是由於收購之業務在具有挑戰性的經濟環境下錄得數年虧損以致其市場價值受壓及於收購商議期間全球經濟不景氣所致。  新藝及銀柏達自收購日期（即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計入綜合全面收入表的總收入約為21,000,000港元。同期新藝及銀柏達錄得虧損約3,500,000港元。  倘新藝及銀柏達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已綜合計入，本公司的收入及擁有人所佔溢利並沒有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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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關收購費用有關收購費用有關收購費用有關收購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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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及專業費 791,605 –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17. 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告告告告之批准之批准之批准之批准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批准及授權刊發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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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五）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2港仙（二零一二年：2港仙）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暫停辦理暫停辦理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九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內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戶登記。為確保符合資格之股東獲派上述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 號金鐘匯中心 26 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財務業績財務業績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營業額約194,8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1%，而整體毛利由去年同期約41,200,000港元減少至本期間約35,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4.0%。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溢利約9,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2.5%。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3.53港仙（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16港仙）。 

 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 

 今年上半年歐美市場需求持續疲弱，消費意慾低迷及客戶降低庫存的影響，本集團在這期間的營業額比去年同期下跌 5.1%。由於訂單減少，生產設備使用率低，同時國內於上半年調升最低工資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導致營運成本持續上升，集團整體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降 1.9%至 18.2%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本集團以總現金代價約 12,300,000港元收購新藝塑膠製品廠有限公司（「新藝」）及銀柏達有限公司（「銀柏達」）的全部已發行普通股股本。新藝及銀柏達專營製造及銷售雙色塑膠模具及塑膠製品。由於收購新藝及銀柏達後經營業績綜合入賬，生產成本較去年同期增加 6.7%至約
84,200,000 港元。銷售及經銷成本增加約 2,600,000 港元，而行政費用增加約 3,000,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 18.5%及 26.9%。因為融資收購新藝及銀柏達導致融資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 5.1%至約 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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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續續續續) 

 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 (續續續續) 

 因為新藝及銀柏達的銷售收入於上半年綜合入賬，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之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微增 1.6 %至約 139,400,000港元。由於市場需求疲弱、客戶降低庫存、減少訂單及延遲付運，導致生產設備使用率低，此分類業務之經營業績比去年同期減少 41.7%至約 8,300,000港元。新藝及銀柏達的管理架構重整已經完成，生產及銷售亦已逐步得到改善。該經營業績已歸類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預期下半年將對這分類的業績作出貢獻。 

 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因歐洲需求疲弱，客戶延期付運，銷售額較去年同期下跌 18.6%至約 55,400,000港元，此分類業務之經營業績較去年同期下趺 32.3%至約 3,600,000港元。 

 歐美經濟復甦仍然緩慢，下半年的經營環境充滿變數。本集團積極致力開拓新產品及新客戶，採取謹慎財務策略以渡過目前經濟低迷的環境。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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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機構所提供之銀行備用信貸作為其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及財務機構貸款總額，包括銀行所有貸款、融資租賃及進出口貸款約
30,7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健康。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定期存款之總額約58,9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貸款按浮動息率並以港元或美元結算為主，而名下之業務營運亦以該等貨幣為主。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淨負債除以總權益加淨負債之總和計算之負債率為22.1%（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0%）。 

 本集團已抵押資產本集團已抵押資產本集團已抵押資產本集團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並沒有銀行借貸是以本集團的資產作抵押。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除了本公司給予銀行及財務機構有關附屬公司的貸款擔保外，並無其他或然負債。 

 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為267,004,800股普通股，本集團之總股東權益約
232,2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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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任何時間有購股權尚未行使、已失效、註銷或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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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續續續續) 

 籌集資金籌集資金籌集資金籌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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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融資借貸以收購新藝及銀柏達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特別籌集資金。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共有約2,136名僱員，其中約59名駐香港、約5名駐海外及約2,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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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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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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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之證券交易董事之證券交易董事之證券交易董事之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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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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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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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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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報告刊登中期報告刊登中期報告刊登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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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賴培和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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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