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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達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0）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開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及本集團於
聯營公司的權益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八
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收入 4 & 5 196,010 279,350

其他收入 9,094 3,957
成品及半製品存貨的變動 13,001 21,661
成品的採購成本 (8,525) (5,863)
耗用原料及物料 (44,645) (87,591)
員工成本 (96,300) (107,081)
折舊 (18,358) (12,078)
其他經營費用 (56,706) (73,273)

  

經營（虧損）╱溢利 (6,429) 19,082
財務成本 6(a) (5,566) (3,26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除虧損 (7,147) 4,499

  

除稅前（虧損）╱溢利 6 (19,142) 20,321

所得稅開支 7 (1,129) (9,509)
  

本期（虧損）╱溢利 (20,271) 10,812
(2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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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0,735) 9,525
非控股權益 464 1,287

  

本期（虧損）╱溢利 (20,271) 10,812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 (2.18)仙 1.00仙

  

攤薄 (2.18)仙 1.00仙
  

附註：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就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經修訂追溯
法。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未經重列。見附註3。

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 3 -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本期（虧損）╱溢利 (20,271) 10,81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除稅後及重新分類調整）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香港境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經扣除稅項港幣零元） 265 1,51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0,006) 12,323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0,459) 11,064
非控股權益 453 1,25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0,006) 12,323
  

附註：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就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經修訂追溯
法。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未經重列。見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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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於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 1,956,367 1,945,733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15,021 145,327

  

2,171,388 2,091,060

無形資產 382 39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82,107 89,248
其他金融資產 13,403 13,941
按金及預付款項 5,407 14,708
遞延稅項資產 7,153 6,494

  

2,279,840 2,215,850
  

流動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 5,000 5,000
證券交易 13,102 10,804
存貨 10 270,630 260,447
本期可收回稅項 6,646 1,021
向聯營公司貸款 12,694 18,17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07,589 127,16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3,695 95,886

  

499,356 518,50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 12 108,074 116,194
銀行貸款 281,469 267,937
租賃負債 10,085 –
本期應付稅項 24,663 26,695

  

424,291 410,826
  

流動資產淨額 75,065 107,678
  

總資產減除流動負債結轉 2,354,905 2,32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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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承前總資產減除流動負債 2,354,905 2,323,52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4,630 –
遞延租賃開支 – 3,706
租賃按金 1,025 1,025
遞延稅項負債 23,603 23,603
應計僱員福利 57 92

  

89,315 28,426
  

資產淨額 2,265,590 2,295,10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95,059 95,059
儲備 2,167,616 2,197,581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2,262,675 2,292,640
非控股權益 2,915 2,462

  

總權益 2,265,590 2,295,102
  

附註：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就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經修訂追溯
法。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未經重列。見附註3。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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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獨立審閱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由審核委員會審
閱。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業績包括本集團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的權
益。

本公佈所載中期財務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
報告，惟乃摘錄自該報告。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內
各適用的披露規定而編製，包括符合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二零一八年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一致，惟預
期於二零一九年的年度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有關會計政策的任何變動詳情
載於附註3。

遵從《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編製中期財務業績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
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以及按本年至今基準計算的資產、負債、收入及
支出的呈報金額。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該等估計。

本中期財務業績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取的解釋附註。該等附註包括對理解本集團的
財務狀況和表現自二零一八年的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變化具有重要意義的事項和交易的說
明。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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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會計政策的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一項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
賃，以及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該等新訂準則及修訂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
生效。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外，概無變動對本中期財務報告所編製或呈列之本集團於本
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
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香港（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
營租賃－優惠及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之交易之內容。
準則為承租人引入單一會計模式，要求承租人就所有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
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之租賃（「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出租人會計規定與《香
港會計準則》第17號大致上維持不變。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選擇採用經
修訂追溯法，並因此已確認首次應用的累計影響為對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權益期初結餘的
調整。比較資料未經重列且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報告。

有關以往會計政策變動及過渡選擇權的性質及影響的進一步詳情載列如下：

(a) 會計政策變動

(i) 租賃的新定義

租賃定義的轉變主要與控制的概念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客
戶是否可於一段時間內控制已識別資產的使用（或以訂明的使用次數決定）界定
租賃。倘客戶同時有權指示已識別資產之用途及從該用途獲得絕大部分經濟利
益，則控制權予以轉移。

本集團僅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租賃的新定義應用於在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變更之合約。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前訂立的合約而
言，本集團運用過渡可行權宜方法豁免當中現有安排為（或包含）租賃的過往評
估。

因此，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評估為租賃之合約，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繼續以租賃列賬，而先前評估為非租賃服務安排的合約繼續入賬為
非法定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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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會計政策變動（續）

(a) 會計政策變動（續）

(ii) 承租人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消承租人須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將租賃分
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之規定。相反，本集團作為承租人時須將所有租賃資
本化，包括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惟短期租
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就本集團而言，該等新資本化租賃主要與物業、廠
房及設備有關。

倘合約載有租賃部分及非租賃部分，本集團已選擇不單獨劃分非租賃部分，並
將各租賃部分及任何相關非租賃部分入賬，列為所有租賃的單一租賃部分。

當本集團就低價值資產訂立租賃時，本集團會按租賃基準決定是否將租賃撥充
資本。與該等租賃有關而未資本化之租賃付款於租期內按系統性基準確認為開
支。

倘租賃資本化，租賃負債初步按租期內應付租賃付款之現值確認，並使用租賃
所隱含的利率貼現，或倘該利率不能即時釐定，則使用相關增量借貸利率。於
初步確認後，租賃負債按攤銷成本計量，利息開支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並非
依據指數或利率之可變租賃付款不會計入租賃負債的計量中，因此於產生之會
計期間自損益扣除。

於租賃資本化時確認的使用權資產初步按成本計量，其包括租賃負債的初始金
額及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任何租賃付款，以及所產生的任何初始直接成
本。倘適用，使用權資產的成本亦包括拆除及移除相關資產的估計成本，或恢
復相關資產或其所在地點的成本（貼現至其現值並減去任何已收取之租賃優惠）。
使用權資產其後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

當指數或比率出現變動，或本集團根據剩餘價值擔保估計的將支付之金額出現
變動，或重新評估本集團是否會合理且肯定地行使購買、延長或終止之選擇
時，租賃負債會重新計量。當以此方式重新計量租賃負債時，則對使用權資產
的賬面值進行相應調整，或倘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已減至零，相應調整則計入
損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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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會計政策變動（續）

(a) 會計政策變動（續）

(iii) 租賃投資物業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倘持有該等物業為旨在賺取租金收入及╱或
資本增值（「租賃投資物業」），本集團須將所有租賃物業列為投資物業。採納《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原因為本集團先前
選擇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將其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持作投資用途的所有租賃物業入賬。因此，該等租賃投資物業繼續以公允價值
入賬。

(b) 過渡影響

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釐定餘下
租期，並按剩餘租賃付款的現值計量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負債，並使用於二零
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相關增量借貸利率貼現。用於釐定剩餘租賃付款現值的增量借貸利
率加權平均值為4.0%。

為方便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於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當日應用以下確認豁免及可行權宜方法：

(i) 本集團選擇不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有關確認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的
規定應用於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日期起計12個月內屆滿的租
賃，即其租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屆滿；及

(ii) 於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本集團就具有合理類似特徵之租
賃組合（例如於類似的經濟環境、為類似之相關資產類別且具接近租期租賃），
應用單一貼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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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會計政策變動（續）

(b) 過渡影響（續）

下表載列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
的租賃負債之期初結餘對賬：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營租賃承擔 9,359
減： 與剩餘租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結束的 

短期租賃及其他租賃 (118)
加： 本集團在合理肯定將行使延長選擇權的情況下所作之額外期間租

賃付款 83,081
 

92,322
減：未來利息開支總額 (12,647)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的租賃負債總額 79,675
 

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相關使用權資產已按等同於剩餘租賃負債已確認的金額確
認，並經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表內已確認租賃相關的任何預付或
應計租賃付款金額作出調整。

本集團於「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中呈列不符合投資物業定義的使用權資產，並在
財務狀況表中分別呈列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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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會計政策變動（續）

(b) 過渡影響（續）

下表概述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賬面值
經營租賃 

合約資本化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的賬面值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145,327 75,969 221,296
非流動資產總額 2,215,850 75,969 2,291,819

租賃負債（流動） – 9,893 9,893
流動負債 410,826 9,893 420,719

流動資產淨額 107,678 (9,893) 97,785

總資產減除流動負債 2,323,528 66,076 2,389,604

租賃負債（非流動） – 69,782 69,782
遞延租賃開支 3,706 (3,706) –
非流動負債總額 28,426 66,076 94,502

資產淨額 2,295,102 – 2,295,102

於報告期末及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按相關資產類別劃分的本集
團使用權資產的賬面淨值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計入「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自用的土地及樓宇，按折舊成本列賬 69,564 75,100

其他廠房及設備，按折舊成本列賬 723 869
  

70,287 7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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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會計政策變動（續）

(c) 租賃負債

於報告期末及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本集團的租賃負債剩餘合約
到期日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最低租賃 
付款現值

最低租賃 
款項總額

最低租賃 
付款現值

最低租賃 
款項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0,085 12,890 9,893 12,900
    

一年後但兩年內 10,652 13,044 10,320 12,924
兩年後但五年內 30,743  35,305 32,140 37,337
五年後 23,235  24,560 27,322 29,161

    

64,630 72,909 69,782 79,422
    

74,715 85,799 79,675 92,322
  

減：未來利息開支總額 (11,084) (12,647)
  

租賃負債現值 74,715 79,675
  

(d) 對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分部業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初步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後，本集團作為承租人須確認
租賃負債未償還結餘所累計的利息開支及使用權資產折舊，而非根據過往政策於租
期內按直線基準確認根據經營租賃所產生的租金開支。與假設於年內採用《香港會計
準則》第17號的業績相比，此舉對本集團綜合損益表的營運所得呈報溢利產生正面影
響。

於現金流量表中，本集團作為承租人須根據資本化租賃將已支付的租金分為其資本部
分及利息部分。有關部分已分類為融資現金流出，類似於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而非（如同《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項下經營租賃般）分
類為經營現金流出。儘管現金流量總額不受影響，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會因此導致現金流量表中現金流量的呈列出現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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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會計政策變動（續）

(d) 對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分部業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續）

下表列示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財務業績、分部業績及現金流量的估計影響，方法為透過調整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於該等中期財務報表呈報的金額以計算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已
確認的估計假設金額（倘此替代準則（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繼續於二零一九
年適用），以及透過比較二零一九年的假設金額與於二零一八年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編製的相應實際金額作比較。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報

告的金額 
(A)

撥回：《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
折舊及利息開支 

(B)

扣減：與經營租
賃有關的估計金
額，猶如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附註1） 

(C)

二零一九年的
假設金額，猶
如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17號

(D=A+B-C)

與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報告的 
二零一八年 
金額相比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受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影響的財務業績 
如下：

經營（虧損）╱溢利 (6,429) 5,935 (6,569) (7,063) 19,082
財務成本 (5,566) 1,582 – (3,984) (3,260)
除稅前（虧損）╱溢利 (19,142) 7,517 (6,569) (18,194) 20,321
本期（虧損）╱溢利 (20,271) 7,517 (6,569) (19,323) 10,812

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影響的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可呈報分部（虧
損）╱溢利（經調整扣除利
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的收入）（附註4(b)）：

－玩具及模型火車 (12,273) – (6,569) (18,842) 9,196
－物業投資 17,927 – – 17,927 20,631
－投資控股 (2,802) – – (2,802) (2,006)

總計 2,852 – (6,569) (3,717) 2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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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會計政策變動（續）

(d) 對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分部業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續）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
號報告的金額 

(A)

與經營租賃有
關的估計金

額，猶如根據
《香港會計準
則》第17號

（附註1及2） 
(B)

二零一九年的
假設金額，猶
如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17號 

(C=A+B)

與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17號
報告的二零一
八年金額相比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影響
的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項目如下：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 8,750 (6,569) 2,181 46,307
經營活動（動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716) (6,569) (7,285) 25,749
已付租賃租金資本部分 (4,987) 4,987 – –
已付租賃租金利息部分 (1,582) 1,582 – –
融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 (6,527) 6,569 42 (31,656)

附註1： 「與經營租賃有關的估計金額」指分類為經營租賃的有關租賃於二零一九年對
現金流量金額之估計，猶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於二零一九年仍然適用。該
估計假設租金與現金流量之間並無差異，且所有於二零一九年訂立的新租賃
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猶如《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於二零一九年仍然適用。任何潛在淨稅項影響都會被忽略。

附註2： 於此影響表中，該等現金流出由融資重新分類至經營，以計算經營活動所得
之現金淨額及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的假設金額，猶如《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仍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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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4. 收入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部門管理其業務，而部門則按業務線劃分。按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本集團
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匯報資料的方式一致，本集團已確定下列三個可呈報分部。並無
綜合計算經營分部以組成以下可呈報分部。

玩具及模型火車： 製造及銷售塑膠、電子及填充式玩具及模型火車。此等產品由本
集團位於中國大陸的生產設施所生產。

物業投資： 出租寫字樓物業及工業大廈以賺取租金收入以及從物業持久升值
中獲益。

投資控股： 證券投資。

(a) 收入分拆

按主要收入類別劃分的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分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客戶合約收入
－銷貨 172,939 254,707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入
－來自投資物業的租金總收入 23,071 24,643

  

196,010 279,350
  

本集團的客戶基礎多樣化，其中有一名（二零一八年：一名）客戶與本集團的交易額
超過本集團收入的10%。於二零一九年，向上述一名（二零一八年：一名）客戶銷售
玩具及模型火車的收入（包括向本集團已知受此客戶共同控制之實體的銷售）約為港幣
68,721,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39,845,000元），乃源自於玩具及模型火車業務活躍
的北美洲（二零一八年：北美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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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4.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分部之間分配資源，本集團的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察
各個可呈報分部應佔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不包括無形資產、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其他金融資產、證券交易、遞延稅項資產、本期可退回稅項、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向聯營公司貸款以及其他企業資產。分部負債包括所有負債，惟不包括本期應付稅
項、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企業負債。

收入及開支乃參考該等分部所得的銷售額及該等分部所產生的開支，或因該等分部應
佔資產的折舊或攤銷而產生的開支，分配至可呈報分部。

呈報分部溢利所用的計量方式為「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收入」，
其中「利息」視為包括投資收入，而「折舊及攤銷」視為包括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虧損。
為計算「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收入」，本集團的盈利已進一步就
未具體分配至個別分部的項目作出調整，如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除虧損及其他總部或
企業管理成本。

除接收經調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收入有關的分部資料外，管理層亦
獲得有關收入（包括分部間的銷售）、由分部直接管理的現金結餘及借貸所產生的利息
收入及開支、由分部營運使用的非流動分部資產折舊、攤銷及減值虧損及添置的分部
資料。分部間的銷售乃參考就同類訂單向外界人士收取的價格進行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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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4.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期內提供予本集團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作資源分配和評估分部表現的本集團可呈報分
部資料如下：

玩具及模型火車 物業投資 投資控股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172,939 254,707 23,071 24,643 – – 196,010 279,350
分部間收入 – – 868 598 – – 868 598

        

可呈報分部收入 172,939 254,707 23,939 25,241 – – 196,878 279,948
        

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經調整扣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
收入） (12,273) 9,196 17,927 20,631 (2,802) (2,006) 2,852 27,821

        

期內增加之非流動分部資產 11,913 38,195 10,636 – – – 22,549 38,195
        

玩具及模型火車 物業投資 投資控股 總計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595,716 544,628 1,973,339 1,960,760 347,379 351,417 2,916,434 2,856,805
        

可呈報分部負債 784,315 711,044 34,417 34,385 8,028 6,946 826,760 752,375
        

附註：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就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
經修訂追溯法。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未經重列。見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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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4.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c) 可呈報分部收入、溢利、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收入

可呈報分部收入 196,878 279,948
撇銷分部間收入 (868) (598)

  

綜合收入 196,010 279,350
  

溢利

可呈報分部溢利 2,852 27,821
撇銷分部間溢利 – –

  

來自本集團外界客戶的可呈報分部溢利 2,852 27,821
其他收入 9,094 3,957
折舊及攤銷 (18,375) (12,409)
財務成本 (5,566) (3,26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除虧損 (7,147) 4,499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費用 – (287)

  

綜合除稅前（虧損）╱溢利 (19,142) 20,321
  

附註：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就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
經修訂追溯法。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未經重列。見附註3。



- 19 -

附註（續）

4.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c) 可呈報分部收入、溢利、資產及負債的對賬（續）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2,916,434 2,856,805
撇銷分部間應收賬款 (361,420) (363,421)

  

2,555,014 2,493,384

無形資產 382 39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82,107 89,248
向聯營公司貸款 12,694 18,177
其他金融資產 18,403 18,941
證券買賣 13,102 10,804
本期可收回稅項 6,646 1,021
遞延稅項資產 7,153 6,4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3,695 95,886

  

綜合總資產 2,779,196 2,734,354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826,760 752,375
撇銷分部間應付賬款 (361,420) (363,421)

  

465,340 388,954

本期應付稅項 24,663 26,695
遞延稅項負債 23,603 23,603

  

綜合總負債 513,606 43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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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5. 業務的季節期

本集團的玩具及模型火車業務乃一個別業務分部（見附註4），由於其產品在節慶期間的需求
會上升，下半年的銷售額平均會較上半年為高。因此，上半年此分部所錄得的收入及分部
業績一般較下半年為低。

6.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a)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的利息 3,984 3,260
租賃負債利息 1,582 –

  

5,566 3,260
  

(b)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附註10） 119,921 171,122
無形資產攤銷 17 331
折舊費用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2,423 12,078
－使用權資產 5,935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淨額（附註9(c)） (1,273) 115
證券買賣的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958) 334
並非持作買賣投資的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1,260) 382
利息收入 (945) (1,011)

  

附註：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就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經修訂
追溯法。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未經重列。見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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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837 4,136
本期稅項－香港境外 951 1,298
遞延稅項 (659) 4,075

  

所得稅開支 1,129 9,509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年度有效稅率16.5%（二零一八
年：16.5%）計提撥備。香港境外附屬公司的稅項亦按相關國家預期適用的估計年度有效稅
率計算。

8.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益股東應佔（虧損）╱溢利港幣
20,735,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港幣9,525,000元）及於中
期期間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950,588,000股（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950,588,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由於本期及前期內本公司並無任何尚未行使的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本期及前期的每
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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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9. 投資物業以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a) 使用權資產

如附註3所述，本集團已就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經修訂追溯法，
並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調整期初結餘以確認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
經營租賃的與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有關本集團按相關資產類別分類的使用權資產
之賬面淨值進一步詳情載於附註3。

(b) 收購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總成
本為港幣22,547,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38,195,000元）。

(c) 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及
賬面淨值分別為港幣15,541,000元及港幣3,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港幣500,000元及港幣173,000元），而相關出售收益為港幣1,273,000元（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虧損為港幣115,000元）。

(d) 估值

本集團所有投資物業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公開市場價值基準進行重估，並
已參照相關地段可作比較銷售憑證或資本化來自具有任何潛在復歸收益撥備的現有租
期的現時租金。

經計及物業市場的波動及可資比較物業的可用市場數據，董事已審閱自先前年度報告
日期起投資物業的估值，並認為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投資物業乃按公允價值列
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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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0. 存貨

已確認為開支及計入損益的存貨金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賬面值 119,616 173,712
存貨撇減 3,200 2,321
存貨撇減撥回 (2,895) (4,911)

  

119,921 171,122
  

撥回本期間及以往期間所作的存貨撇減乃由於出售該等存貨所致。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賬款（已扣除呆壞賬撥備），其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作
出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以內 38,809 37,460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 26,789 48,832
三個月後但十二個月內 2,763 7,717
十二個月以上 10 1,225

  

已扣除呆壞賬撥備之應收賬款總額 68,371 95,23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051 2,051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37,167 29,884

  

107,589 127,169
  

所有要求信貸額超過若干金額的客戶均須進行信貸評估。大部份的應收賬款由發票日起計
九十天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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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包括應付賬款，其於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以內 16,584 13,573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 7,253 14,517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 2,209 4,192
六個月以上 850 904

  

應付賬款總額 26,896 33,18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70,428 69,317
合約負債 907 1,304
租賃按金 8,915 11,459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928 928

  

108,074 11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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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3.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已批准並派付的上一財政年度的應付權益股東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隨後中期期間已批准並派付的上一財政年度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港幣1.0仙（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每股普通股港幣2.0仙） 9,506 19,012

  

(b) 股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港幣千元 千股 港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港幣0.10元的普
通股 1,000,000 100,000 1,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950,588 95,059 950,588 95,059

    

(c) 股份溢價

股份溢價賬的應用受《一九八一年百慕達公司法》第40條監管。股份溢價的增加代表已
發行股份面值總額之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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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港幣零
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綜合收入約港幣1.9601億元，較去年同期呈報的約港幣2.7935
億元減少約29.83%。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為港幣2,074萬元，去年同期則為權益股東應佔
溢利約港幣953萬元。中美貿易戰及英國脫歐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表現構成負
面影響。

業務回顧

玩具及模型火車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收入約港幣1.7294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2.10%。

本集團將繼續開拓新銷售商機及以具競爭力的價格生產高品質的產品以持續其業務。

物業投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租金收入約港幣2,307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6.37%，其投資物
業的出租率約61%（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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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每股資產淨額約港幣2.38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港幣2.41元）。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約港幣7,507萬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港幣1.0768億元）。銀行借貸總額約港幣2.8147億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港幣2.6794億元），而本集團的有抵押銀行信貸總額則約港幣7.6437億元（二零一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8.0105億元）。計入銀行借貸總額的循環貸款約港幣2.4500
億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1.9500億元）於到期後予以續期。本集團按
銀行借貸總額除以總權益計算的負債比率約為12.42%（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1.67%）。大部份借貸均以浮動息率計息。本集團將與銀行協商提高銀行融資額，以應
付營運資金所需（倘必要）。

資本架構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的股本概無變動。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約港幣18.6579億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港幣18.5648億元）的投資物業及若干租賃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予多間銀行，作為
本集團獲授銀行融資的擔保。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可能受到與本集團業務有關的多種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影
響。本集團識別到的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載述如下：

業務風險

本集團核心業務的表現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但不限於經濟狀況，即使嚴格的經
營程序，亦未必能完全減輕該等影響。

利率風險

本集團承受的利率風險主要來自銀行借貸。本集團以動態基準分析其利率風險，並以節
省成本的方式管理此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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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本集團因未能取得充足資金而在債務到期時不能履約的潛在情況。管理
流動資金風險時，本集團監察現金流量，並將與銀行協商提高銀行融資額（倘必要）。

客戶風險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一個客戶的銷售佔本集團的銷售額
約40%。本集團致力於多元化發展其客戶基礎，並向客戶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以維持
與客戶間的良好關係，以減輕客戶風險。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資產、負債及交易乃以港幣、美元、英鎊（「英鎊」）、人民幣（「人民幣」）及
日圓（「日圓」）計值。因此，本集團面臨一定程度的匯兌風險，主要來自以匯率波動相對
較高的英鎊、人民幣及日圓作結算單位的交易。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中國大陸、美國及
歐洲僱用1,730名（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1,937名）全職僱員負責管理、行政及生產工
作。本集團生產部門的員工人數會有季節性波動，而管理及行政部門的僱員人數則比較
穩定。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約為港幣9,630萬元（截至二零一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1.0708億元）。本集團按僱員的表現、經驗及同行業的
現行慣例釐定僱員薪酬。在僱員培訓方面，本集團鼓勵僱員報讀提升技能及個人發展的
課程。

前景

由於中美貿易戰及英國脫歐，未來一段時間經濟前景不明朗。本集團將繼續探索銷售機
遇、提升生產效率及鞏固成本控制措施，以維持其業務。同時，本集團擬活化開達大
廈，亦已開始進行活化初步程序並提交相關文件予香港特區政府。活化投資物業將可增
加本集團的收入來源並提升其盈利能力。



- 29 -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定期審閱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持續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於整個回顧期內，本集
團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的所有守則條文，惟如下所述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的規
定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主席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而丁午壽先生同時兼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董事會認為此架構無損於董事會與本
集團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職權平衡，因大部份董事會成員為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七位董事當中，四位為非執
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鑑於丁午壽先生於業內擁有豐富的經驗，故董事會相信委任
其出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對本集團有利。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主要會計政策，並商討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
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及擁有或可能擁有未公開內幕資料的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經過特定查詢後，於回顧期內所有董事已確認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丁午壽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午壽先生，SBS，太平紳士（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丁王云心女士及丁天立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丁煒章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陳再彥先生、姚祖輝先生，太平紳士、鄭君如先生及趙式明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