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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675）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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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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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4 463,654,603 422,925,066 銷售成本  (404,213,739) (345,457,64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毛利  59,440,864 77,467,420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6,758,435 4,828,262 銷售及經銷成本  (31,410,607) (35,069,405) 行政及其他費用  (37,866,161) (36,600,166) 融資成本 5 (1,813,977) (1,480,58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6 5,108,554 9,145,528 

 所得稅開支 7 (3,883,934) (853,66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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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620 8,291,86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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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基本  0.46 港港港港仙仙仙仙 3.11港仙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攤薄  0.46 港港港港仙仙仙仙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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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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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620 8,291,86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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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45,788 19,051,608 所得稅影響  (4,256,567) (3,379,500)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12,389,221 15,67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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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8,794) 9,813,915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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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0,427 25,486,02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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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6,735,047 33,777,883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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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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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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573,006 214,598,441 預付土地租賃款  10,844,406 11,579,982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680,000 - 可供出售金融投資  - 680,00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計  223,097,412 226,858,42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64,120,558 73,449,98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217,855 12,184,497 應收賬項及票據 10 87,367,262 73,915,143 可收回稅項  - 719,31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3,762,395 42,285,16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總計  202,468,070 202,554,10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1 44,923,952 54,679,126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46,704,221 51,007,552 帶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4,105,228 35,602,809 應繳稅項  2,535,010 -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負債總計  128,268,411 141,289,487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74,199,659 61,264,61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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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297,071 288,123,03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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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471 3,522,050 遞延稅項負債  22,018,678 17,762,111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計  23,723,149 21,284,161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資產淨值  273,573,922 266,838,87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700,480 26,700,480 儲備  246,873,442 240,138,39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權益總額  273,573,922 266,838,87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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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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土地及樓宇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以重估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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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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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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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2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以股份支付之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金融工具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之修訂：以股份支款之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該等修訂提供有關歸屬及非歸屬條件對以現金結算的股份支付計量之影響的會計處理規定；具有淨結算功能的股份支付交易，用於預扣稅責任；以及對股份支付的條款和條件的修改，該條款和條件將交易的分類從現金結算變為權益結算。  採納該等修訂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2 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該詮釋澄清在釐定首次終止確認與預付代價有關的非貨幣性資產或非貨幣性負債的相關資產、費用或收入（或其部分）時使用的即期匯率，交易日期為實體首次確認預付代價產生的非貨幣性資產或非貨幣性負債的日期。  採納該詮釋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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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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以下術語用於此等綜合財務報表：  
• FVPL：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 
• FVOCI：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 指定 FVOCI：按 FVOCI計量的權益工具 
• 強制性 FVOCI：按 FVOCI計量的債務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其引入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金融資產減值及對沖會計處理之新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的過渡性條文，比較資料沒有重列，而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即首次應用日期）的金融工具，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a) 以下評估是根據首次應用日期存在的事實和情況作出的： (i) 確定持有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 (ii) 指定為 FVPL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或就金融資產而言，為指定 FVOCI；及 (iii) 取消指定為 FVPL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上述產生之分類應追溯應用。 
 

   (b) 於首次應用日期，如果需要過度成本或工作以確定自首次確認的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虧損撥 備則在每個報告日期確認為等於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的金額直至終止確認該金融工具為止，除非該 金融工具在報告日期為低信貸風險。  (c) 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按成本計量的權益工具投資而言，該等工具於首次應用日期按公平價 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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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會計政會計政會計政策及披策及披策及披策及披露之變動露之變動露之變動露之變動（（（（續續續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續） 
 對先前會計政策及過渡性方式變動的性質及影響詳述如下：  
 (i)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對本集團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下表將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各類金融資產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的原有計量類別及 賬面值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的新計量類別及賬面值進行對賬。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下之計量類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下號下號下號下之之之之    計量類別及計量類別及計量類別及計量類別及賬面賬面賬面賬面值值值值    
 香港會計準則 第 39 號下之賬面值  

 

 攤銷成本攤銷成本攤銷成本攤銷成本     

 

FVPL 
 港元  港元  港元 

       可供出售可供出售可供出售可供出售金融金融金融金融投資投資投資投資    
  

 會所會籍  680,000  

 

- 

 

680,000 
       貸款及應收款項貸款及應收款項貸款及應收款項貸款及應收款項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2,285,169  

 

42,285,169 

 

- 應收賬項及票據  73,915,143  

 

73,915,143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48,356  

 

748,356 

 

- 

       

  117,628,668  116,948,668  680,000 

       先前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投資的會所會籍為 680,000 港元，現被重新分類至 FVPL。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它不符合分類為攤銷成本或強制性 FVOCI 的標準，因為其現金流量並不僅代表支付本金及利息及並非權益投資。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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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續） 

 

(ii) 信貸虧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以「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已發生虧損」模式。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要求持續計量與金融資產相關的信貸風險，因此比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已發生虧損」會計模式確認預期信貸虧損為早。 
     本集團將新預期信貸虧損模式應用於以下項目： 

–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項目及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信貸虧損之會計處理將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的會計政策詳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取代（其中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11 號，其分別指明因銷售貨品及提供服務而產生的收入確認及建築合約的會計處理。該準則建立了一個全面的收入確認框架，以及與其範圍內的客戶簽訂合約的某些成本。它還引入了一系列緊密的披露要求，這將導致實體向財務報表使用者提供有關該實體與客戶合約產生的收入及現金流量的性質、金額、時間及不確定性的全面資料。 
 本集團已選擇採用累積效應過渡法，並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即首次應用日期）確認首次採用的累積影響（如有）作為權益部分調整期初餘額。因此，並無就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的影響重列比較資料。  此外，本集團僅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未按照其過渡性條文完成的合約。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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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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量）予以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乃貫徹以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之計量，惟銀行利息收入及融資成本不包含於該計量。 

 內部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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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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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565,768 40,088,835 - 463,654,603 內部分類銷售 857,051 55,208 - 912,25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報告收入 424,422,819 40,144,043 - 464,566,862 

 調節： 內部分類銷售之抵銷    (912,259)         ____________ 
 收入    463,654,60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17,584,511 (7,908,570) (2,812,931) 6,863,010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59,521 融資成本    (1,813,977)         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5,108,55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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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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八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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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總總總計計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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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匯兌收益，淨額 9,379,755 1,556,391 287,752 11,223,898 折舊 (11,783,683) (415) (3,295,338) (15,079,43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虧損）╱收益，淨額 (50,934) 397,766 - 346,832 滯銷存貨撥備，淨額 (427,566) (1,205,417) - (1,632,983) 土地及樓宇重估之盈餘 計入其他全面收入 5,455,788 - 11,190,000 16,645,788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297,941) - - (297,941) 土地及樓宇之最少經營租賃租款 (4,627,690) (378,221) (176,100) (5,182,011)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670,766 641,788 (778,017) 5,534,53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備 (1,855,946) - - (1,855,946) 因廠房關閉之中國大陸員工補償金 (13,392,309) (2,512,734) - (15,905,043) 資本開支 (3,603,743) - (8,330) (3,612,07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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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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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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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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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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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開支 (5,036,675) - (28,250) (5,064,92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地區資料 

 

(a) 對外客戶收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香港 33,000,376 26,586,406 中國大陸 80,793,916 72,419,950 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 173,487,957 143,860,200 北美洲 41,103,697 37,434,439 南美洲 8,277,206 10,406,219 歐洲 120,649,914 126,544,015 其他國家 6,341,537 5,673,837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463,654,603 422,925,06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以上收入資料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香港 76,711,487 67,972,123 中國大陸 145,579,088 157,941,834 其他國家 126,837 264,46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222,417,412 226,178,42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以上非流動資產資料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但不包括FVPL之金融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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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共106,379,226港元（二零一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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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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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範圍內號範圍內號範圍內號範圍內來自客戶合約來自客戶合約來自客戶合約來自客戶合約之之之之收收收收入入入入 貨品銷售 463,654,603 422,925,06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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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21 43,020 模具收入 555,169 339,090 廢料銷售 5,665,308 941,829 樣品銷售 3,191,297 1,657,75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346,832 417,435 匯兌收益，淨額 5,534,537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回 - 526,680 已收獎勵款* 198,427 258,657 其他物料銷售 - 105,368 補償收入 - 73,583 客戶多付款項 596,208 - 其他 611,136 464,84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16,758,435 4,828,26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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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413,038 427,753,32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確認之收入金額，其中包括於年初之合約負債為10,696,555 港元。 
 

* 本年度內，本集團從中國大陸深圳供電公司收到 166,746人民幣（「人民幣」）（約 198,427港元）電費減免。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從中國大陸深圳地方政府收到一次性獎勵款 224,919人民幣（約 258,65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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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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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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053 975,968 融資租賃利息 307,924 504,61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1,813,977 1,480,58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6. 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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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65,246 134,241,976 因廠房關閉之中國大陸員工補償金 15,905,043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4,656,060 15,291,45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158,526,349 149,533,43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已售存貨成本 402,580,756 346,722,949 滯銷存貨撥備╱（撥回），淨額* 1,632,983 (1,265,303) 核數師酬金 1,198,463 1,197,338 折舊# 15,079,436 13,940,49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備╱（撥回） 1,855,946 (526,680)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297,941 290,707 土地及樓宇之最少經營租賃租款#  5,182,011 7,655,85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534,537) 5,434,17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346,832) (417,43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本年度之員工開支額 124,824,145港元（二零一七年：118,938,927港元）、折舊額 12,130,131港元（二零一七年：11,045,725港元）及土地及樓宇之最少經營租賃租款 4,577,276港元 (二零一七年：7,143,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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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回）已包含在綜合利潤表之「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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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稅稅稅稅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 7 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引入利得稅率兩級制。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簽署成為法律，並於翌日刊憲。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利得稅率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 2,000,000港元之溢利將按稅率 8.25%課稅，而超過 2,000,000港元之溢利將按稅率 16.5%課稅。不符合利得稅率兩級制之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統一稅率 16.5%課稅。 

 香港境外應課稅溢利的稅項已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並根據本集團香港境外經營的相關司法權區之常用稅率撥備。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本期－香港 本年度支出 2,886,205 374,950 往年超額撥備 - (2,991) 本期－香港境外 本年度支出 798,446 517,271 往年補提╱（超額）撥備 199,283 (35,56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本年度稅項開支 3,883,934 853,66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按照適用於本公司及其大多數附屬公司經營的司法權區的除稅前溢利之法定稅率計算出的稅項開支與稅項開支之調節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除稅前溢利 5,108,554 9,145,52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按法定稅率 16.5%之稅項（二零一七年：16.5%） 842,911 1,509,012 利得稅率兩級制之影響 (165,000) - 公司經營於其他司法權區的不同稅率之影響 282,222 190,454 不須繳稅之收入 (300,854) (585,834) 不可扣減稅項之開支 68,098 18,299 未確認之暫時性差異* 2,909,033 (1,558,367) 動用以前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299,084) (171,186) 往年補提╱（超額）撥備 199,283 (38,553)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513,629 1,813,616 其他 (166,304) (323,77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本年度稅項開支 3,883,934 853,66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本年度之未確認之暫時性差異，主要因廠房關閉之中國大陸員工補償金之撥備而引致。 

 

8. 股股股股息息息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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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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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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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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1,224,620 8,291,86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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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004,800 267,004,80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因並無具潛在攤薄的普通股，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的每股基本盈利與每股攤薄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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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應收賬項 88,044,497 74,359,951 虧損撥備 (822,410) (822,41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87,222,087 73,537,541 可退回的應收貼現票據 145,175 377,602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87,367,262 73,915,14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本年度內，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貼現可退回的應收票據予一銀行以交換現金。本集團繼續確認應收票據之全數賬面值及已確認現金所得為有抵押銀行借貸。於報告期末，應收貼現票據                                                                         之賬面值為 145,175港元（二零一七年：377,602港元）。該相關負債之賬面值為 145,175港元（二零一七年：377,602港元）。 
 有關本集團因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所產生信貸風險及虧損撥備之資料將包含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項按發票日期及減除虧損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港港港元元元元 港元 

 九十天內 79,545,191 69,376,022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6,813,196 3,866,173 一百八十天以上 863,700 295,34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87,222,087 73,537,541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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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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42,446,950 53,814,209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2,473,819 860,779 一百八十天以上 3,183 4,13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44,923,952 54,679,126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應付賬項為無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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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約 463,700,000港元，較去年增加 9.6%，整體毛利額約 59,4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 23.3%。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溢利約 1,2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8,3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為 0.46港仙 (二零一七年：3.11港仙)。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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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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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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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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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精密零部件分類其下一廠房之租賃協議於屆滿後未能續約，此廠房之生產已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份停止營運。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該廠房之員工作出一次性補償金撥備約
13,400,000港元及其機器設備作出減值撥備約 1,900,000港元。 

 精密零部件分類之營業額較去年上升 14.0%至約 423,600,000港元。但由於上述關閉廠房之撥備，此經營分類之溢利較去年減少至約 17,600,000港元 (二零一七年 : 19,700,000港元)。若不包括該撥備，此經營分類之溢利由去年約 19,700,000港元上升至約 32,900,000港元，並創下近五個財政年度新高。 

 電子消費品分類之營業額較去年減少 21.9%至約 40,100,000 港元。此經營分類之虧損由去年 7,300,000港元增加至約 7,900,000 港元。由於此分類產品之市場需求持續下滑，本集團決定將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完成現有訂單後停止此分類之運作。 

 由於上述關閉廠房之撥備，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整體毛利率較去年減少 5.5%至 12.8%。銷售及經銷成本減少 10.4%至約 31,400,000港元，主要由於推銷費用之減少，而行政及其他費用增加 3.5%至約 37,900,000港元。融資成本因市場利率上升而增加 22.5%至約 1,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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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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未來，本集團會全力專注發展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積極加快投資生產自動化以應付中國大陸製造業人手短缺的問題。同時，過往年度投資於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的生產機器、設備及設施，不單增加生產能力及效率，同時也廣受現有及新客户歡迎，令此分類業務之營業額近年持續上升。本集團將會繼續積極尋找生產自動化及新科技之投資機會，以應付持續增長的訂單。雖然於二零一九年面對環球經濟下的各種不明朗因素及挑戰，本集團仍有信心提升毛利率及溢利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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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主要業績概況。 

 

• 營業額比去年增加 9.6%至本年度約 463,700,000港元。 

 

• 毛利比二零一七年減少 18,000,000港元至二零一八年約 59,400,000港元。 

 

• 本年度經營活動溢利於未計及融資成本前比去年減少 3,700,000港元至本年度約 6,900,000港元。 

 

• 融資成本比去年增加 300,000港元至約 1,800,000港元。 

 

• 本年度除稅後溢利約 1,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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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電子消費品分類之營業額與上年度相比減少 21.9 %。 

 本集團整體毛利較去年減少 23.3%。 

 由於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提升市場利率，本集團融資成本較去年增加至約 1,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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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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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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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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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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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二零一七年：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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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分別作為融資租賃及可退回的貼現票據之銀行貸款而抵押之機器及設備及應收賬項之賬面值約7,900,000港元及1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25,500,000港元及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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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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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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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概無資金籌集活動。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約 1,374 名僱員，其中約 47 名駐香港、約 5 名駐海外及約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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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或出售贖回或出售贖回或出售贖回或出售本公本公本公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司之上市證券司之上市證券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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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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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審眾環中審眾環中審眾環中審眾環（（（（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中審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中審眾環」）同意初步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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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初稿之金額核對一致。中審眾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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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審眾環並無就初步公告發表任何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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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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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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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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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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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