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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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七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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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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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4 422,925,066 431,017,389 銷售成本  (345,457,646) (378,419,34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毛利  77,467,420 52,598,044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4,828,262 12,564,077 銷售及經銷成本  (35,069,405) (35,361,815) 行政及其他費用  (36,600,166) (36,427,010) 融資成本 5 (1,480,583) (1,675,05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6 9,145,528 (8,301,763)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853,668) 191,614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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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溢利溢利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8,291,860 (8,110,14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擁擁擁擁有人所佔每股有人所佔每股有人所佔每股有人所佔每股盈利盈利盈利盈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9 基本  3.11 港港港港仙仙仙仙 (3.04)港仙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攤薄  3.11 港港港港仙仙仙仙 (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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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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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8,291,860 (8,110,149)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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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不會重新分類將不會重新分類將不會重新分類將不會重新分類至至至至損益入賬之項目損益入賬之項目損益入賬之項目損益入賬之項目:::: 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19,051,608 12,190,768 所得稅影響  (3,379,500) (4,441,346)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15,672,108 7,749,422 其後可重新分類其後可重新分類其後可重新分類其後可重新分類至至至至損益入賬之項目損益入賬之項目損益入賬之項目損益入賬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9,813,915 (12,727,767)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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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收入收入收入╱╱╱╱（（（（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25,486,023 (4,978,34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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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收入收入收入╱╱╱╱（（（（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33,777,883 (13,088,494)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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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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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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598,441 195,460,747 預付土地租賃款  11,579,982 11,26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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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858,423 207,410,441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73,449,981 60,358,76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184,497 9,977,939 應收賬項及票據 10 73,915,143 76,658,999 可收回稅項  719,31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2,285,169 24,384,15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總計  202,554,100 171,379,861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1 54,679,126 46,443,046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51,007,552 42,490,503 帶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5,602,809 36,399,168 應繳稅項  - 119,42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負債總計  141,289,487 125,452,14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61,264,613 45,927,71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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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123,036 253,338,15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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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2,050 5,894,556 遞延稅項負債  17,762,111 14,382,611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計  21,284,161 20,277,167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資產淨值  266,838,875 233,060,99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700,480 26,700,480 儲備  240,138,395 206,360,51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權益總額  266,838,875 233,060,99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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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本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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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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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土地及樓宇及可供出售金融投資以重估金額╱公平價值計量外，本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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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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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與二零一六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貫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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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的報告年度與本公司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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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及虧損均全數抵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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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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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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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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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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報表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與本集團相關之新訂╱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項目 
 

 

披露計劃 
 確認未變現虧損之遞延稅項資產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之修訂：披露計劃  該等修訂要求實體披露能讓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融資活動所產生負債的變動資料，包括現金流量產生的變動及非現金的變動。  此等修訂之採納導致綜合財務報表額外的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之修訂：確認未變現虧損之遞延稅項資產  該等修訂澄清（其中包括）按公平價值計量之債務工具相關之遞延稅項資產的入賬方式。  此等修訂之採納並無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進項目：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釐清範圍  該等修訂釐清，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 號將權益分類或計入分類為持作出售組別之附屬公司、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的財務資料概要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的規定適用於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 號範圍內的實體權益。  該等修訂之採納並無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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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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有效管理，本集團按照彼等的產品劃分其業務單位，有以下三個可報告經營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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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經營決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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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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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綜合賬抵銷。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七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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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客戶銷售 371,591,216 51,333,850 - 422,925,066 內部分類銷售 5,778,568 335,923 - 6,114,49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報告收入 377,369,784 51,669,773 - 429,039,557 

 調節： 內部分類銷售之抵銷    (6,114,491)         ____________ 
 收入    422,925,06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19,707,366 (7,307,932) (1,816,343) 10,583,091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43,020 融資成本    (1,480,583)         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9,145,52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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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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七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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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 其他收入及收益 3,241,438 1,557,472 29,352 4,828,262 折舊 (10,755,017) (14,031) (3,171,442) (13,940,4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106,752 310,683 - 417,435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淨額 (32,820) 1,298,123 - 1,265,303 土地及樓宇重估之盈餘 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4,581,346 - 14,470,262 19,051,608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290,707) - - (290,707) 土地及樓宇之最少經營租賃租款 (4,534,482) (2,939,753) (181,620) (7,655,855)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264,363) (1,040,400) 870,591 (5,434,17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回 - 526,680 - 526,680 應收賬項撇銷 (23,434) - - (23,434) 資本開支 (5,036,675) - (28,250) (5,064,92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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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客戶銷售 342,437,095 88,580,294 - 431,017,389 內部分類銷售 9,286,648 600,042 - 9,886,69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報告收入 351,723,743 89,180,336 - 440,904,079 

 調節： 內部分類銷售之抵銷    (9,886,690)         ____________ 
 收入    431,017,38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16,260,466 (21,236,413) (1,686,387) (6,662,334)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35,630 融資成本    (1,675,059)         ____________ 
 除稅前虧損    (8,301,76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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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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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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其他分類資料：：：： 其他收入及收益 11,475,484 1,069,025 19,568 12,564,077 折舊 (10,749,422) (2,294,211) (3,058,795) (16,102,42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85,703) - - (85,703) 滯銷存貨撥備，淨額 (37,153) (5,588,875) - (5,626,028) 土地及樓宇重估之盈餘 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3,737,441 - 8,453,327 12,190,768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296,132) - - (296,132) 土地及樓宇之最少經營租賃租款 (4,015,475) (3,081,464) (175,260) (7,272,199)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8,674,221 221,204 (247,345) 8,648,08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備 - (4,835,785) - (4,835,785) 資本開支 (5,511,390) (18,570) (14,930) (5,544,89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 

 

(a) 對外客戶收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香港 26,586,406 41,166,394 中國大陸 72,419,950 70,645,244 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 143,860,200 102,754,155 北美洲 37,434,439 39,563,643 南美洲 10,406,219 6,842,036 歐洲 126,544,015 162,093,158 其他國家 5,673,837 7,952,75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422,925,066 431,017,38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以上收入資料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香港 67,972,123 56,396,561 中國大陸 157,941,834 150,116,900 其他國家 264,466 216,98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226,178,423 206,730,441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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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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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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共80,117,012港元的收入，乃來自精密零部件分類的一名客戶，並佔本集團的收入多於10%。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的收入多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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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貨品銷售 422,925,066 431,017,38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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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20 35,630 模具收入 339,090 715,227 廢料銷售 941,829 1,524,544 樣品銷售 1,657,755 1,172,67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417,435 - 匯兌收益，淨額 - 8,648,08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回 526,680 - 其他 902,453 467,92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4,828,262 12,564,077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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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753,328 443,581,46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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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975,968 846,173 融資租賃利息 504,615 828,88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1,480,583 1,675,05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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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經（計入）╱扣除：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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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241,976 149,337,29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5,291,459 16,823,664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149,533,435 166,160,96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已售存貨成本 346,722,949 372,793,317 滯銷存貨（撥回）╱撥備，淨額* (1,265,303) 5,626,028 核數師酬金 1,197,338 1,190,656 折舊#
 13,940,490 16,102,42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回）╱撥備 (526,680) 4,835,785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290,707 296,132 土地及樓宇之最少經營租賃租款#

  7,655,855 7,272,199 匯兌虧損，淨額 5,434,172 - 應收賬項撇銷 23,43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 85,70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本年度之員工開支額 118,938,927港元（二零一六年：135,752,372港元）、折舊額 11,045,725港元（二零一六年: 13,379,903港元）及土地及樓宇之最少經營租賃租款 7,143,189港元 (二零一六年：6,777,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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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回）╱撥備已包含在綜合利潤表之「銷售成本」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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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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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本期－香港 本年度支出 374,950 528,610 往年超額撥備 (2,991) (115,755) 本期－香港境外 本年度支出 517,271 707,901 往年超額撥備 (35,562) (1,375,639) 遞延稅項 - 63,26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本年度稅項開支╱（抵免） 853,668 (191,614)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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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稅稅稅稅（（（（續續續續）））） 

 按照適用於本公司及其大多數附屬公司所受管轄區域的除稅前溢利╱（虧損）之法定稅率計算出的稅項開支╱（抵免）與稅項開支╱（抵免）之調節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9,145,528 (8,301,76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按法定稅率 16.5%之稅項（二零一六年：16.5%） 1,509,012 (1,369,791) 其他公司經營所受管轄區域的不同稅率之影響 190,454 184,576 不須繳稅之收入 (585,834) (1,930,054) 不可扣減稅項之開支 18,299 1,311,260 未確認之暫時性差異 (1,558,367) 1,746,962 動用以前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171,186) (97,135) 往年超額撥備 (38,553) (1,491,394)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1,813,616 1,584,695 其他 (323,773) (130,73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本年度稅項開支╱（抵免） 853,668 (191,614)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8. 股股股股息息息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9.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擁擁擁擁有人所佔每股有人所佔每股有人所佔每股有人所佔每股盈利盈利盈利盈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年度溢利╱（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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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乃根據以下計算：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盈利盈利盈利盈利╱╱╱╱（（（（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溢利╱（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8,291,860 (8,110,14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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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267,004,800 267,004,80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因並無具潛在攤薄的普通股，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的每股基本盈利╱（虧損）與每股攤薄盈利╱（虧損）相同。 



 - 1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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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應收賬項 74,359,951 77,135,806 呆壞賬撥備 (822,410) (822,41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73,537,541 76,313,396 可退回的應收貼現票據 377,602 345,60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73,915,143 76,658,99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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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有嚴緊控制及有信貸政策以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對逾期應收結餘作審閱。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存在重大集中信貸風險為 26%（二零一六年：21%）之結餘乃來自精密零部件分類的一名客戶（二零一六年：一名客戶）之應收款項。應收賬項為          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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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69,376,022 71,731,625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3,866,173 4,383,568 一百八十天以上 295,346 198,20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73,537,541 76,313,39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於報告期末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377,602 345,60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應收賬項之呆壞賬撥備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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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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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被認為減值的逾期應收賬項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逾期少於一個月 12,359,593 11,988,107 逾期一至三個月 3,795,792 3,890,087 逾期三至六個月 1,232,792 765,55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17,388,177 16,643,746 未逾期亦未作減值 56,526,966 60,015,25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73,915,143 76,658,99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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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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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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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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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年年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53,814,209 44,308,732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860,779 1,977,194 一百八十天以上 4,138 157,12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54,679,126 46,443,04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應付賬項為免息及一般於發票日期之六十至一百二十天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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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業績財務業績財務業績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約 422,9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 1.9%，整體毛利額約 77,5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 47.3%。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溢利約 8,3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虧損 8,1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為 3.11港仙 (二零一六年：虧損 3.04港仙)。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作股東暫停辦理股東登記作股東暫停辦理股東登記作股東暫停辦理股東登記作股東週週週週年大會之用年大會之用年大會之用年大會之用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二）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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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表決，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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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於主要客戶的需求增加及取得新客戶訂單，使精密零部件分類之營業額較去年上升 8.5%至約
371,600,000港元。溢利較去年增加至約 19,700,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 : 16,300,000港元)。 

 電子消費品分類之營業額較去年減少 42.0%至約 51,300,000 港元。此分類之經營虧損較去年減少至約
7,3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之虧損約 21,200,000港元，其中包括資產減值及其他成本撥備約 13,100,000港元。 

 精密零部件分類之業績增長及於二零一七年內電子消費品分類並無作出重大資產減值及其他成本撥備，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整體毛利率較去年增加 6.1%至18.3%。銷售及經銷成本減少 0.8%至約 35,100,000港元，而行政及其他費用增加 0.5%至約 36,600,000港元。融資成本因借貸減少而下降11.6%至約 1,500,000港元。 

 電子消費品分類之市場需求持續疲弱導致廠房使用率低於生產能力，致使此分類之業績由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出現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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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計劃未來計劃未來計劃未來計劃及展望及展望及展望及展望 

 過往幾個年度於精密零部件分類的資本投資，除了提升生產能力及效率、減輕生產線人手短缺問題，同時廣受現有及新客户歡迎。本集團將會持續專注發展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並繼續尋找投資生產自動化及新科技之機會，以應付此分類持續增長的訂單。 

 隨著環球經濟復甦，原材料價格從二零一七年第四季開始上漲，加上近期人民幣升值及國內人手短缺導致工資上升，這一切對生產成本構成壓力。本集團將調整銷售價，並加快開拓較高利潤的新產品、擴大客户基礎及開展業務範圍，以應對上述挑戰及致力提升盈利能力。本集團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日常營運資金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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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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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至本年度約 422,900,000港元。 

 

• 毛利比二零一六年增加 24,900,000港元至二零一七年約 77,500,000港元。 

 

• 本年度經營活動溢利於未計及融資成本前約為 10,600,000港元，而上年度虧損約為 6,600,000港元。 

 

• 融資成本比去年減少 200,000港元至約 1,500,000港元。 

 

• 本年度除稅後溢利約為 8,300,000港元。 

 回顧本年度，精密零部件分類之營業額與上年度相比上升 8.5%。電子消費品分類之營業額與上年度相比減少 42.0 %。 

 本集團整體毛利較去年上升 47.3%。 

 本集團融資成本較去年減少至約 1,500,000港元是由於減少向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借貸。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日，電子消費品分類位於中國大陸一間附屬公司的廠房已於租賃合同到期後關閉，而此分類的銷售訂單已轉予外發加工商負責生產。透過此安排，本集團無需承擔固定生產成本的壓力，以專注開拓及銷售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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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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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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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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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債項淨值除以總資本加債項淨值之總和計算之負債比率為 27.8%（二零一六年：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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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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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作為融資租賃抵押之機器及設備之賬面值約25,5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0,900,000港元）。 

 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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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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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及融資租賃以支付購買機器及設備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概無資金籌集活動。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約 1,641 名僱員，其中約 47 名駐香港、約 5 名駐海外及約
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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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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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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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後事項報告期後事項報告期後事項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日，電子消費品分類位於中國大陸一間附屬公司的廠房已於租賃合同到期後關閉，本集團正評估關閉廠房之財務影響，並不預期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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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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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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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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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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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貴榮先生及李沅鈞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