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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全年業績公佈全年業績公佈全年業績公佈 
 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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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利潤表綜合利潤表綜合利潤表綜合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4 431,756,667 465,277,228 銷售成本  (371,068,152) (390,494,89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毛利  60,688,515 74,782,338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0,976,365 6,879,494 銷售及經銷成本  (34,576,612) (33,618,459) 行政費用  (35,078,662) (33,220,901) 其他費用 5 - (1,850,369) 融資成本 7 (1,804,670) (1,420,29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6 204,936 11,551,804 

 所得稅開支 8 (50,822) (1,029,11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擁擁擁擁有人所佔有人所佔有人所佔有人所佔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  154,114 10,522,68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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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基本  0.06 港港港港仙仙仙仙 3.94港仙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攤薄  0.06 港港港港仙仙仙仙 3.94港仙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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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全面綜合全面綜合全面綜合全面收入表收入表收入表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本本本本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154,114 10,522,68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將不會重新分類以損益入賬之項目將不會重新分類以損益入賬之項目將不會重新分類以損益入賬之項目將不會重新分類以損益入賬之項目:::: 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5,820,648 3,801,624 所得稅影響  (582,672) (791,416)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5,237,976 3,010,208 其後可重新分類以損益入賬之項目其後可重新分類以損益入賬之項目其後可重新分類以損益入賬之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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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7,548) (244,187)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除稅後本除稅後本除稅後本除稅後本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899,572) 2,766,021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擁擁擁擁有人所佔本年度有人所佔本年度有人所佔本年度有人所佔本年度全面全面全面全面（（（（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  (745,458) 13,288,71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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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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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87,742 214,615,320 預付土地租賃款  12,335,607 13,038,330 其他無形資產  - - 可供出售金融投資  680,000 680,000 預付租金  155,550 -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計  223,458,899 228,333,65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65,009,896 56,553,52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643,532 10,533,192 應收賬項及票據 11 74,509,281 79,852,65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303,950 35,305,971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總計  175,466,659 182,245,34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2 45,751,871 43,998,20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52,220,561 51,138,294 衍生金融工具 13 - 256,447 帶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8,640,910 28,395,144 應繳稅項  2,578,712 6,299,39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負債總計  129,192,054 130,087,48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46,274,605 52,157,86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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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33,504 280,491,51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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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6,022 18,961,148 遞延稅項負債  9,877,996 9,295,324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計  23,584,018 28,256,47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資產淨值  246,149,486 252,235,04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700,480 26,700,480 儲備  219,449,006 220,194,464 建議末期股息 9 - 5,340,09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權益總額  246,149,486 252,235,04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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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本財務報表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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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土地及樓宇、衍生金融工具及可供出售金融投資以重估金額╱公平價值計量外，本財務報表乃以歷史原值成本法計算。本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 

 綜合賬項基準綜合賬項基準綜合賬項基準綜合賬項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截至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附屬公司與本公司之財務報表的報告期間相同，並採用一致會計政策編製。 

 所有集團內公司間之結餘、交易和集團內公司間交易所產生的收入及支出均全數抵銷。附屬公司之業績自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期起合併，並繼續合併至該控制權終止日期。 

 分配全面收入總額 溢利或虧損及其他全面收入各組成部分均歸於母公司擁有人以及非控股權益。全面收入總額歸於本 公司擁有人以及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會導致非控股權益之餘額出現虧蝕。 

 擁有權權益變動 倘本集團於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出現變動，但並無導致本集團失去對該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按權益交易入賬。本集團之權益與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會作出調整，以反映其於附屬公司之相關權益之變動。非控股權益之調整款額與已付或已收代價之公平價值兩者間之任何差額，均直接於權益中確認並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 

 倘本集團失去對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出售損益按(i)已收代價之公平價值及於失去控制權當日所釐定任何保留權益之公平價值之總額與(i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以及任何非控股權益於失去控制權當日之賬面值之差額計算。先前就已出售附屬公司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之款額，會按猶如母公司已直接出售相關資產或負債之所需相同基準入賬。自控制權失去當日起，於前附屬公司保留之任何投資及該前附屬公司所結欠或應收之任何金額，入賬列為金融資產、聯營公司、合營企業或其他（如適用）。 

 除採納載於附註 2 與本集團相關並於本年度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與二零一四年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貫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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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新香港公司條例新香港公司條例新香港公司條例新香港公司條例（（（（第第第第622622622622章章章章））））（「（「（「（「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公司條例公司條例公司條例公司條例」）」）」）」）    香港公司條例第九部「賬目與審計」有關編製本財務報告之披露已經施行，因此與二零一四年財務報表相比，若干資料之呈報及披露有所更改。於適當情況下修訂比較資料，以達致貫徹一致之呈報。     新訂新訂新訂新訂╱╱╱╱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新訂╱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進一步闡釋外，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年度改進項目：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 與本集團相關之修訂包括下列各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股份支付 該等修訂加入先前屬「歸屬條件」定義部份之「表現條件」及「服務條件」之定義，並更新「歸屬條件」及「市場條件」之定義。該修訂列明表現條件定義為完成歸屬條件中要求的指定表現目標。定義表現目標不僅可參考該實體之營運（或活動）或其權益工具之價格（或價值），更可參考同一集團的另一實體之營運（或活動）或該實體之權益工具之價格（或價值）。此外，該表現目標亦可以牽涉到作為整個或部份或集團之實體表現，包括一個分部或個別僱員。實現表現目標的期限不應超過服務期限，但可能在（惟實質上並非於開始前）服務年期開始之前實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經營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之更新如下： (a) 須披露管理層於匯總兩個或以上顯示類似長期財務表現及經濟特點之經營分類時作出之判斷。這包括對已匯總經營分類及於釐定匯總經營分類是否具有類似經濟特點時所評估之經濟指標之簡述。  (b) 茲釐清可呈報分類資產總額與實體資產之對賬僅須在分類資產定期呈報予主要決策者之情況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公平價值計量 結論基準乃修訂釐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的頒佈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之隨後修訂並無刪除實體按其無指定利率之未貼現發票金額計量（當無貼現影響不大時）短期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之能力。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原先規定重估累計折舊須根據賬面總值之變動按比例進行重列。然而，應注意倘賬面總值與賬面值相互之間之重估不成比例，則累計折舊不會根據賬面總值按比例進行重列。因此，本準則進行如下修訂(a)重估資產之賬面總值應以與重估資產賬面值一致之方式予以調整；及(b)累計折舊調整至相等於賬面總值與經計及累計減值虧損後賬面值兩者間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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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續續續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乃予以修訂以釐清向報告實體或向報告實體之母公司提供主要管理人員服務之實體或其集團之任何成員公司（「管理實體」）乃報告實體之關連人士。報告實體應披露就管理實體提供主要管理人員服務所產生之款項。然而，管理實體向其僱員或董事支付或須予支付之賠償則毋須作出披露。  年度改進項目：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 與本集團相關之修訂包括下列各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公平價值計量 該等修訂釐清於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範圍內之所有合約乃計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所載按凈額計量一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之例外範圍，即使該等合約不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內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定義。  
3. 經營經營經營經營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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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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經營經營經營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續續續續））））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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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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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599,023 87,157,644 - 431,756,667 內部類別銷售 4,998,885 421,133 - 5,420,018 內部類別管理費 - - 5,760,000 5,760,000 其他收入及收益， 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 8,761,588 2,124,053 48,339 10,933,98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358,359,496 89,702,830 5,808,339 453,870,665 調節： 內部類別銷售之抵銷    (5,420,018) 內部類別管理費之抵銷    (5,760,000)         ____________ 
 總分類收入    442,690,64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14,209,733 (11,348,762) (893,750) 1,967,221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42,385 融資成本    (1,804,670)         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204,93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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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1,713) (2,650,208) (3,008,103) (17,160,02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122,368 41,608 - 163,976 滯銷存貨撥備，淨額 (58,905) (410,611) - (469,516) 土地及樓宇重估之盈餘 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 - 5,820,648 5,820,648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310,148) - - (310,148)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收益－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502,128 158,567 - 660,695 資本開支 (12,622,409) (25,169) (38,092) (12,685,67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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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經營經營經營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續續續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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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534,189 103,743,039 - 465,277,228 內部類別銷售 895,226 392,358 - 1,287,584 內部類別管理費 - - 4,920,000 4,920,000 其他收入及收益， 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 5,002,835 1,189,627 6,611 6,199,07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367,432,250 105,325,024 4,926,611 477,683,885 調節： 內部類別銷售之抵銷    (1,287,584) 內部類別管理費之抵銷    (4,920,000)         ____________ 
 總分類收入    471,476,30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23,202,956 (9,407,311) (1,503,963) 12,291,682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680,421 融資成本    (1,420,299)         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11,551,80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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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8,896) (2,665,571) (2,886,741) (14,901,208) 應收款項減值 (49,491) - - (49,49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292,949 91,000 10,000 393,949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撥備），淨額 138,324 (396,471) - (258,147) 土地及樓宇重估之盈餘 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 - 3,801,624 3,801,624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312,408) - - (312,408)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94,900) (61,547) - (256,447)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301,492) (292,430) - (1,593,922) 資本開支 (38,561,084) (823,579) (173,490) (39,558,15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 9 - 

 

3. 經營經營經營經營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續續續續）））） 

 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 

 

(a) 對外銷售收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香港 56,719,130 66,927,139 中國大陸 64,263,195 76,237,372 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 65,116,420 68,854,074 北美洲 41,413,546 47,828,516 南美洲 12,092,106 23,546,675 歐洲 184,728,799 176,345,058 其他國家 7,423,471 5,538,394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431,756,667 465,277,22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以上銷售收入資料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香港 50,704,901 50,231,789 中國大陸 171,714,129 177,412,407 其他國家 204,319 9,454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222,623,349 227,653,65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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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預付租金。 

 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客戶佔本集團總銷售多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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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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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為本集團營業額）指本年度內銷售貨品的發票淨值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 

 本集團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商品銷售 431,756,667 465,277,22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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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利息收入 42,385 680,421 模具收入 1,048,323 729,943 廢料銷售 767,938 1,022,296 樣品銷售 1,254,393 1,284,51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163,976 393,949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收益－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660,695 - 匯兌收益，淨額 5,653,606 2,167,597 客戶多付款項撥回 699,173 - 其他 685,876 600,774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10,976,365 6,879,494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5. 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其他費用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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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6,447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 1,593,92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1,850,36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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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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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員工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51,560,946 147,848,94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6,729,352 14,308,141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168,290,298 162,157,08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已售存貨成本 370,598,636 390,236,743 滯銷存貨撥備，淨額* 469,516 258,147 核數師酬金 1,191,547 1,222,335 折舊#
 17,160,024 14,901,208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310,148 312,408 土地及樓宇之最少經營租賃租款#

  5,848,325 5,843,229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 256,447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收益）╱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660,695) 1,593,922 匯兌收益，淨額 (5,653,606) (2,167,59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163,976) (393,94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本年度之員工開支額 135,978,026港元（二零一四年：130,836,826港元）、折舊額 14,475,580港元（二零一四年: 12,209,703港元）及土地及樓宇之最少經營租賃租款 5,377,140港元 (二零一四年：5,371,521港元) 已分別包含在綜合利潤表之「銷售成本」內。  

 

* 本年度之滯銷存貨撥備已包含在綜合利潤表之「銷售成本」內。 

 

 

7.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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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660 1,055,881 融資租賃利息 965,010 364,41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1,804,670 1,420,29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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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稅稅稅稅 

 香港利得稅已按本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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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本期－香港 本年度支出 1,699,833 1,728,207 往年超額撥備 (695,143) (1,064,566) 本期－香港境外 本年度支出 1,087,335 2,314,257 往年超額撥備 (2,041,203) (2,382,983) 遞延 - 434,20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本年度稅項支出 50,822 1,029,11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按照適用於本公司及其大多數附屬公司所受管轄區域的稅前利潤之法定稅率計算出的稅項費用與稅項費用之調節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除稅前溢利 204,936 11,551,804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按法定稅率 16.5%之稅項（二零一四年：16.5%） 33,814 1,906,048 其他公司經營所受管轄區域的不同稅率之影響 102,456 853,579 不須繳稅之收入 (732,664) (732,529) 不可扣減稅項之支出 1,572,953 1,162,318 未確認之暫時性差異 (427,836) 216,408 動用以前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14,741) - 往年超額撥備 (2,736,346) (3,447,549)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2,321,718 1,034,531 其他 (68,532) 36,30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本年度稅項支出 50,822 1,029,11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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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股股股息息息息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於本年度所佔： 建議末期股息 – 無（二零一四年：每股普通股 2港仙） - 5,340,096 支付中期股息 – 無（二零一四年：每股普通股 2港仙） - 5,340,09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10,680,19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於本年度內批准及支付以前年度所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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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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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年度內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溢利及本年度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計算。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計算：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溢利 用於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計算 154,114 10,522,68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股份股份股份股份 本年度內已發行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用於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計算 267,004,800 267,004,80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因並無具攤薄潛力的普通股，在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的每股基本盈利與每股攤薄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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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項及票據應收賬項及票據應收賬項及票據應收賬項及票據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應收賬項 75,331,691 79,918,266 呆壞賬撥備 (822,410) (822,41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74,509,281 79,095,856 可退回的應收貼現票據 - 756,80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74,509,281 79,852,65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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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信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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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存在重大集中信貸風險為 17.0%（二零一四年：15.0%）之結餘來自精 密零部件分類的兩名客戶（二零一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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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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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70,317,648 75,175,673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3,845,130 3,734,894 一百八十天以上 346,503 185,28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74,509,281 79,095,85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在報告期末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 756,80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應收賬項之呆壞賬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於一月一日 822,410 822,410 確認虧損減值 - 49,491 撇銷不能收回之金額 - (49,491)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822,410 822,41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應收賬項撇銷為 49,491港元，原因是相關客戶有財務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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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項及票據應收賬項及票據應收賬項及票據應收賬項及票據（（（（續續續續）））） 

 未被認為減值的應收賬項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未逾期亦未作減值 53,012,135 58,884,105 逾期少於一個月 14,456,896 15,340,896 逾期一至三個月 5,671,130 5,114,812 逾期三至六個月 1,369,120 512,84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74,509,281 79,852,65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未逾期亦未作減值的應收賬項是與大量不同客戶有關，該等客戶近期並沒有不償還記錄。 

 逾期但未作減值的應收賬項乃是大量與本集團有良好交易記錄的獨立客戶。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該等結餘並無需要作出減值撥備，皆因該等客戶的信貸質量並無重大的轉變而該結餘依然被認為可以全數收回。本集團對該等結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或其他增強信貸安排。 

 

 

12. 應付賬應付賬應付賬應付賬項項項項 

 在報告期末應付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44,262,025 42,645,750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1,301,367 1,331,283 一百八十天以上 188,479 21,17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45,75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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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流動負債:  遠期貨幣合同 - 256,447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簽訂兩份美元 (「美元」) 兌人民幣 (「人民幣」)各為 7,250,000 美元的遠期貨幣合同，而遠期匯率範圍由每 1 美元兌 6.1150人民幣至 6.2150人民幣。所有遠期貨幣合同已經在本年度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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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業績財務業績財務業績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 431,8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 7.2%。本年度整體毛利約 60,700,000 港元，較去年減少 18.8%。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溢利約為 2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0,500,000 港元）。本年度的所得稅開支包含稅項撥備撥回約 2,70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
3,4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為 0.06港仙（二零一四年：3.94港仙）。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四年：2港仙）。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作股東週年大會之用暫停辦理股東登記作股東週年大會之用暫停辦理股東登記作股東週年大會之用暫停辦理股東登記作股東週年大會之用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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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表決，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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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樓。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下半年明顯放緩，雖然來自新客户的訂單持續增加，但大部份現有客戶的訂單都明顯減少，二零一五年之營業額較去年減少 4.7%至約 344,600,000港元。因國內生產成本上升影響，盈利較去年減少 38.8%至約 14,200,000港元。 

 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由於需求持續疲弱，營業額較去年下降 16.0%至約 87,200,000港元。由於生產設備使用率低於生產能力及國內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影響，本分類業績錄得的虧損擴大至約 11,300,000港元。 

 由於國內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及電子消費品分類業績的持續倒退，本集團二零一五年整體毛利率較去年下降 2.0%至 14.1%。銷售及經銷成本上升 2.9%至約 34,600,000港元，行政費用上升 5.6%至約 35,100,000港元，融資成本因借貸上升而增加 27.1%至約 1,800,000港元。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約為 26,300,000港元，未償還銀行借貸及應付融資租賃約為 42,300,000港元。本集團於報告期末之股東權益約為 246,1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52,200,000港元）。 

 未來計劃及展望未來計劃及展望未來計劃及展望未來計劃及展望 

 本集團的電子消費品需求持續下跌，我們已積極開拓新產品及新客戶，同時精簡生產架構、降低成本、節省開支，希望盡快達致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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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計劃及展望未來計劃及展望未來計劃及展望未來計劃及展望 (續續續續) 

 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發展良好，客戶基礎持續擴大，訂單比較穩定，同時勞工短缺有舒緩迹象，人民幣貶值亦減輕成本壓力，而且過去幾年投資於升級生產設備以擴張生產能力及提升效能，我們有能力應付未來增加的訂單，繼續努力改善盈利能力。 

 來年的資本開支將會減少，本集團財務狀況維持穩健，能夠應付及承擔日常營運資金及有需要時投資擴展業務。 

 營運回顧營運回顧營運回顧營運回顧 

 以下是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主要業績概況。 

 

• 營業額比去年減少 7.2%至本年度約 431,800,000港元。 

 

• 毛利相比二零一四年減少 14,100,000港元至二零一五年約 60,700,000港元。 

 

• 經營業務溢利於未計及融資成本前約為 2,000,000港元，較上財政年度減少 11,000,000港元。 

 

• 融資成本比去年增加 400,000港元至約 1,800,000港元。 

 

• 本年度除稅後溢利約為 200,000港元。 

 回顧本年度，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之銷售營業額與上財政年度相比減少 4.7%。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之銷售營業額與去年相比下跌 16.0%。 

 本集團整體毛利較去年下降 18.8%。 

 本集團融資成本較去年增加至約 1,800,000港元是由於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借貸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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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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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結餘總額約 26,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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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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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二零一四年：29.8%）。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已已已已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作為融資租賃抵押之機器及設備之賬面值約為33,5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5,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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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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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100,000港元。 

 籌集資金籌集資金籌集資金籌集資金 

 除了取得一般備用信貸以支付本集團之買賣要求及融資租賃以支付購買機器及設備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概無籌集資金。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約 2,102 名僱員，其中約 55 名駐香港、約 5 名駐海外及約
2,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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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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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內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守則守則守則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條文，除下述偏離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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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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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瑪澤」）同意初步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利潤表、綜合全面收入表及相關附註之數字，與載列本集團於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之金額核對一致。瑪澤就此方面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之核證委聘，因此瑪澤並無就初步公告發表任何核證。     財務報告之審閱財務報告之審閱財務報告之審閱財務報告之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及由董事會批准及外聘核數師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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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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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