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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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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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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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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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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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80,861,217 230,899,364 銷售成本  (148,245,706) (194,608,925)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毛利  32,615,511 36,290,439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3,904,650 2,810,558 銷售及經銷成本  (12,729,241) (14,926,789) 行政費用  (13,354,320) (15,385,018) 其他費用 4 (6,135,737) (6,039,971) 融資成本 5 (688,946) (809,796)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6 3,611,917 1,939,423 所得稅開支 7 (1,159,808) (565,811)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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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2,109 1,373,61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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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本  0.92港港港港仙仙仙仙 0.51港仙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攤薄  0.92港港港港仙仙仙仙 0.51港仙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中期股息之詳情於財務報表附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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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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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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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2,109 1,37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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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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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75 (291,934)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全面本期間全面本期間全面本期間全面收入收入收入收入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2,533,584 1,081,678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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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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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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082,335 211,573,006 預付土地租賃款   10,699,957 10,844,406 使用權資產  831,791 -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680,000 680,000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計  220,294,083 223,097,41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46,508,641 64,120,55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419,353 7,217,855 應收賬項及票據 10 73,867,877 87,367,26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9,995,472 43,762,395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總計  165,791,343 202,468,070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1 32,052,707 44,923,952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28,245,405 46,704,221 衍生金融工具 12 1,881,935 - 帶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0,834,661 34,105,228 應繳稅項  3,307,557 2,535,010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負債總計  86,322,265 128,268,411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79,469,078 74,199,659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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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763,161 297,297,071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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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15 1,704,471 租賃負債  556,062 - 遞延稅項負債  22,018,678 22,018,678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總計  23,655,655 23,723,149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資產淨值  276,107,506 273,573,92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700,480 26,700,480 儲備  246,736,978 246,873,442 建議股息  2,670,048 -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權益總額  276,107,506 273,573,92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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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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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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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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以下與本集團相關並於本期間在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之新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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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 第23號 

 

稅項處理不確定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性 

 

 除下述因採用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會計政策變動外，採納以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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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於本期間已採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會計期間開始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租賃。集團採用經修改追溯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無須重列比較資料。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提供一套全面模式以鑒別出租人及承租人的租賃安排及會計處理方法。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前，租賃合約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識別資產是否由企業控制為基礎來區分租賃合約。承租人的會計法將不再有經營租賃及融資租賃的區別，承租人必須確認所有租賃的使用權資產和有關負債，除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外。就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而言，本集團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規定，以直線法確認租賃開支。該等開支在綜合利潤表內以經營成本呈列。  

 使用權資產最初按成本計量，其後以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計量。租賃負債最初按承租人的增量貸款利率折現之剩餘租金的現值計量。其後，租賃負債根據利息增長及租賃款項進行調整。租金則分為本金及利息，在綜合現金流量表的融資活動中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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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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續續續））））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已使用以下有選擇性的實際權宜方法：  • 對於租期自初步應用之日起12個月內終止的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 倘合同包含延長╱終止租賃的選擇權，則於事後釐定租賃期限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影響如下： 

  港元 

  （未經審核）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使用權資產增加  141,407 
   _______________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總值增加總值增加總值增加總值增加  141,407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增加  141,407 
   _______________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總值增加總值增加總值增加總值增加  141,407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影響性質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租賃負債與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之對賬如下: 

  港元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月月月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一日一日一日一日的的的的經營租賃經營租賃經營租賃經營租賃承擔承擔承擔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加權平均增量借款率  3.60%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折現經營租賃承擔  884,449 減: 與短期租賃及剩餘期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或之前止的租賃的承擔  (743,042) 
   _______________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一月一一月一一月一一月一日日日日的的的的租賃負債租賃負債租賃負債租賃負債  141,407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於財務狀況及利潤表確認之金額 

  租租租租賃負債賃負債賃負債賃負債及及及及 

 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 其他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41,407 141,407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新增 855,556 855,556 折舊支出 (165,847) - 利息費用 - 854 付款 - (168,058) 匯兌調整 675 675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九年九年九年九年六六六六月月月月三十三十三十三十日日日日 831,791 830,434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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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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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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未經審未經審未經審核核核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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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分分類類類類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對外客戶銷售 176,714,696 4,146,521 - 180,861,217        ____________ 收入    180,861,21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分類業績：：：： 6,607,519 (789,488) (1,578,019) 4,240,012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60,851 融資成本    (688,946)     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3,611,91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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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3,650 10,930 70 3,904,650 折舊─物業、廠房及設備 (4,468,254) - (1,891,662) (6,359,916) 折舊─使用權資產 (165,847) - - (165,847)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44,449) - - (144,449) 匯兌(虧損)╱收益 (1,011,128) 35,624 1,861 (973,643)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881,935) - - (1,881,935)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537,704) - - (1,537,704) 資本開支 (4,873,436) - (51,072) (4,924,50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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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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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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客戶銷售 215,032,576 15,866,788 - 230,899,364 內部分類銷售 487,800 4,024 - 491,82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報告收入 215,520,376 15,870,812 - 231,391,188 

 調節： 內部分類銷售之抵銷    (491,824)     ____________ 
 收入    230,899,36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分類業績： 10,341,481 (6,541,466) (1,075,650) 2,724,365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24,854 融資成本    (809,796)         _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1,939,42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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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8,132 250,719 1,707 2,810,558 折舊─物業、廠房及設備 (5,200,410) (415) (1,648,631) (6,849,456)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49,875) - - (149,875) 匯兌(虧損)╱收益 (5,464,405) (177,782) 87,854 (5,554,333) 資本開支 (2,117,901) - (8,330) (2,126,23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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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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對外客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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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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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553 14,908,091 中國大陸 26,729,856 47,012,158 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 85,465,176 85,082,595 北美洲 22,979,248 20,377,844 南美洲 5,071,221 4,620,724 歐洲 30,458,837 56,166,843 其他國家 4,333,326 2,731,109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180,861,217 230,899,364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以上收入資料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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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55,390 76,711,487 中國大陸 143,547,197 145,579,088 其他國家 79,705 126,837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218,782,292 222,417,41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非流動資產資料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但不包括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及使用權資產。 

 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共約44,200,000港元及53,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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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3.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其其其其他收入及收他收入及收他收入及收他收入及收益益益益  

 截截截截至至至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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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貨品銷售 180,861,217 230,899,364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收其他收其他收其他收入入入入及收益及收益及收益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60,851 24,854 模具收入 205,800 341,676 廢料及原料銷售 1,629,133 1,239,593 樣品銷售 1,299,196 858,476 其他 709,670 345,959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3,904,650 2,810,558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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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65,867 233,709,92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4. 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其他費用其他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截至六月三十日截至六月三十日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止六止六止六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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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1,742,455 485,638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881,935 -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537,704 - 匯兌虧損，淨額 973,643 5,554,333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6,135,737 6,039,971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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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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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604,602 627,750 融資租賃利息 83,490 182,046 租賃負債利息 854 -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688,946 809,796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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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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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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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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滯銷存貨撥回* (245,893) (2,195,946) 折舊─物業、廠房及設備* 6,359,916 6,849,456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44,449 149,875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881,935 -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537,704 - 匯兌虧損，淨額 973,643 5,554,33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1,742,455 485,638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 本期間之折舊─物業、廠房及設備4,685,888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343,659港元) 及滯銷存貨撥回已包含在簡明綜合利潤表之「銷售成本」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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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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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本期間支出 860,000 - 往期間超額撥備 - (114,946) 本期－香港境外 本期間支出 299,808 680,757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本期間稅項開支 1,159,808 565,811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利得稅已按本期間內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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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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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溢利2,452,109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73,612港元）及本期間內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267,004,800股（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7,004,800股）計算。 

 因並無具潛在攤薄的普通股，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與每股攤薄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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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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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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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港仙（二零一八年：無） 2,670,048 -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10. 應收賬項應收賬項應收賬項應收賬項及票據及票據及票據及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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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存在重大集中信貸風險為33%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29%)之結餘來自精密零部件分類的一名客戶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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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票據按發票日期及減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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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59,868 79,690,366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4,280,965 6,813,196 一百八十天以上 227,044 863,700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73,867,877 87,367,26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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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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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42,804 42,446,950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900,093 2,473,819 一百八十天以上 9,810 3,183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32,052,707 44,923,952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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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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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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負債：- 遠期貨幣合約 1,881,935 -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衍生金融工具為遠期貨幣合同,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後任何由此產生的收益及虧損於損益賬確認。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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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為1,881,935港元並已確認在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利潤表內(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本集團簽訂四份美元(「美元」)兌人民幣(「人民幣」)各為範圍由2,912,904至2,981,292美元及四份各為2,560,000美元的遠期貨幣合同(二零一八年：無)。該等遠期貨幣合同之到期日分別為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六日(二零一八年：無)。該等遠期貨幣合同之遠期匯率範圍由每1美元兌6.7085人民幣至6.8720人民幣(二零一八年：無)。 

 

 

13. 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自採納此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以來，並無授出、行使、註銷或放棄的購股權，而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未行使之購股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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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二零一九年年年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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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4,850 4,073,95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8,000 18,000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支付予主要管理人員之總報酬 3,532,850 4,091,954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15. 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表表表表之批准之批准之批准之批准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批准及授權發佈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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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港仙（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九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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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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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號合和中心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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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約 180,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21.7%，整體毛利額較去年同期減少 10.1%至約 32,6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溢利約 2,5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 0.92港仙（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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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的年報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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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廠房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份終止業務，及由於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之需求持續下滑，此分類業務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份全面終止營運。另外，鑑於本集團於中國大陸之生產成本受人民幣匯價大幅波動影響，本集團於本年度四月份開始購買為控制人民幣升值影響之衍生金融工具。 

 在缺少上述終止業務之廠房營業額及經營溢利之貢獻，精密零部件分類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17.8%至約176,700,000港元，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減少至約6,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300,000港元)。上半年經營溢利減少之另一原因包括，為控制人民幣升值影響而購入而未到期之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錄得賬面虧損約1,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鑑於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份終止營運，此分類業務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73.9%至約4,100,000港元。由於大部份員工已於二零一八年期末遣散，此分類業務之經營虧損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至約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500,000港元)。 

 本集團上半年整體毛利率較去年同期增加2.3%至18.0%(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7%)。毛利率改善的主要原因包括：人民幣匯價較去年同期疲弱而減輕於中國大陸之生產成本、整合客户及產品組合之改變。因為上述終止業務之影響，銷售及經銷成本及行政費用分別減少14.7%及13.2%至約
12,700,000港元及13,400,000港元。融資成本減少約100,000港元至約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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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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未來，中美貿易戰短期內難於解決，環球供應鏈、市場信心及外匯波動性都會持續受影響。本集團憑藉其於過往多年開拓及分散環球多個市場的成功策略，成功減低了部份負面的市場影響。另外，受恵於過往幾年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之營業額持續增長，在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終止營運後，本集團會全力專注發展精密零部件分類此業務，加上精密零部件終止業務之廠房其下的機器及人手，已於上半年成功整合到現有的兩個廠房內，本集團相信此分類業務之協同效應會陸續反映，因此有信心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將會持續改善。本集團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日常營運資金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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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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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結餘總額約
4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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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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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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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作為融資租賃抵押之機器及設備之賬面值約5,4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900,000港元）。 

 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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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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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及融資租賃以支付購買機器及設備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概無資金籌集活動。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1,155名僱員，其中約34名駐香港、約5名駐海外及約1,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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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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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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之證券董事之證券董事之證券董事之證券交易交易交易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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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現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孔蕃昌先生、麥貴榮先生及李沅鈞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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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寶國際堅寶國際堅寶國際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控股有限公司控股有限公司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賴培和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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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