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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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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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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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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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的比較數字概述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收入 3 444,147 663,688

其他（虧損淨額）／收入 4 (23,613) 2,169

成品及半製品存貨的變動 (16,544) (10,941)
成品的採購成本 (8,462) (17,595)
耗用原料及物料 (80,500) (184,566)
員工成本 5(b) (187,898) (220,355)
折舊 5(d) (35,446) (24,474)
其他經營費用 5(c) (115,533) (152,821)

  

經營（虧損）╱溢利 (23,849) 55,105
財務成本 5(a) (12,387) (7,78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除虧損 (25,331) 25,593
向聯營公司貸款減值虧損 (3,025) –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51,532 142,888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13,060) 215,805
所得稅開支 6 (981) (34,401)

  

本年度（虧損）╱溢利 (14,041) 18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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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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4) 181,750
非控股權益 323 (346)

  

本年度（虧損）╱溢利 (14,041) 181,404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7(a) (1.51)¢ 19.12¢
攤薄 7(b) (1.51)¢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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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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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本年度（虧損）╱溢利 (14,041) 181,404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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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1 2,407

註銷附屬公司後的釋放匯兌儲備 4 40,673 –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30,473 183,811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30,209 184,286
非控股權益 264 (475)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30,473 18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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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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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007,898 1,945,733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225,532 145,327

  

2,233,430 2,091,060

無形資產 366 39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82,855 89,248
其他金融資產 24,955 13,941
按金及預付款項 2,028 14,708
遞延稅項資產 9,709 6,494

  

2,353,343 2,215,850
  

流動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 5,000 5,000
交易證券 7,892 10,804
存貨 8 239,679 260,447
本期可收回稅項 7,088 1,021
向聯營公司貸款 23,709 18,17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29,210 127,16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7,978 95,886

  

520,556 518,50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合約負債 10 119,662 116,194
銀行貸款 323,733 267,937
租賃負債 10,194 –
本期應付稅項 20,799 26,695

  

474,388 410,826
  

流動資產淨額 46,168 107,678
  

總資產減除流動負債結轉 2,399,511 2,32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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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承前總資產減除流動負債 2,399,511 2,323,52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5,412 –
遞延租賃開支 – 3,706
租賃按金 3,615 1,025
遞延稅項負債 24,377 23,603
應計僱員福利 38 92

  

83,442 28,426
  

資產淨額 2,316,069 2,295,102
  

資本及儲備 11
股本 95,059 95,059
儲備 2,218,284 2,197,581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2,313,343 2,292,640

非控股權益 2,726 2,462
  

總權益 2,31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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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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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本公佈並不涵蓋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惟當中所載資料
乃摘錄自有關綜合財務報表初稿。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涵蓋本集團以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
的權益。

此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詞彙
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其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編
製。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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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用
披露規定。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惟投資物業及債務與股本工具以彼等
的公允價值呈列則除外。

本公司的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初步業績公佈的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的財務報表草擬本所載的金額作比較，
並認為該等金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所進行的工作有限，並不構成審核、審閱
或其他核證聘用，因此核數師未就本公佈發表任何核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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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租賃外，概無變動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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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租期為十二個月或以下之租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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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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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亦引入額外的定性及定量披露要求，旨在讓財務報表使用者評
估租賃對實體財務狀況、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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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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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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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承租人會計處理及過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消承租人先前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將租賃分類
為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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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獲豁免的短期租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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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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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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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續）

(b) 承租人會計處理及過渡影響（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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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屆滿的租
賃，即租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屆滿的租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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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
賃），應用單一貼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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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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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分別呈列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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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續）

(b) 承租人會計處理及過渡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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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影響之綜合財務狀
況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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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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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續）

(b) 承租人會計處理及過渡影響（續）

按相關資產分類的使用權資產的賬面淨值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香港作自用的租賃土地及樓宇的所有權權
益，按折舊成本列賬，尚餘租期介乎十年至
五十年 52,972 54,923

作自用的其他租賃物業，按折舊成本列賬 60,037 75,100

其他廠房及設備，按折舊成本列賬 856 869
  

113,865 130,892
  

於租賃投資物業的所有權權益，按公平值列
賬，尚餘租期介乎十年至五十年 2,007,898 1,945,733

  

2,121,763 2,07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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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續）

(b) 承租人會計處理及過渡影響（續）

於本期及過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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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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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4 12,592 9,893 12,900
    

一年後但兩年內 10,688 12,668 10,320 12,924
兩年後但五年內 27,379 30,899 32,140 37,337
五年後 17,345 18,096 27,322 29,161

    

55,412 61,663 69,782 79,422
    

65,606 74,255 79,675 92,322
  

減：未來利息開支總額 (8,649) (12,647)
  

租賃負債現值 65,606 79,675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已就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採用
經修訂追溯法。根據此方法，比較資料未經重列。見附註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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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產生正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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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變動（續）

(c) 對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分部業績及現金流量的影響（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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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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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呈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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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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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809 612,282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入
－來自固定租賃付款之投資物業的租金總收入 40,338 51,406

  

444,147 66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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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a) 收入分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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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55,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336,07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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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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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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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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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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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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809 612,282 40,338 51,406 – – 444,147 663,688
分部間收入 – – 1,858 1,195 – – 1,858 1,195

        

可呈報分部收入 403,809 612,282 42,196 52,601 – – 446,005 664,883
        

可呈報分部溢利╱
（虧損）（經調整
扣除利息、稅
項、折舊及攤
銷前的收入） 10,288 37,872 28,779 40,566 (3,824) (385) 35,243 78,053

利息收入 145 76 – 26 2,056 1,739 2,201 1,841

利息開支 (12,387) (7,781) – – – – (12,387) (7,781)

本年度折舊及攤銷 (35,371) (25,064) (9) (53) (99) – (35,479) (25,117)

物業、廠房及設備
減值 – – (27) (317) – – (27) (317)

可呈報分部資產 584,877 544,628 2,030,291 1,960,760 328,691 351,417 2,943,859 2,856,805

年內增加之非流動
分部資產 32,977 52,251 22,020 – 661 – 55,658 52,251

可呈報分部負債 783,943 711,044 43,187 34,385 25,036 6,946 852,166 75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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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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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c) 可呈報分部收入、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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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005 664,883
撇銷分部間收入 (1,858) (1,195)

  

綜合收入 444,147 663,688
  

溢利

可呈報分部溢利 35,243 78,053
撇銷分部間溢利 – –

  

來自本集團外界客戶的可呈報分部溢利 35,243 78,053
其他（虧損淨額）╱收入 (23,613) 2,169
折舊及攤銷 (35,479) (25,117)
財務成本 (12,387) (7,78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除虧損 (25,331) 25,593
向聯營公司貸款減值虧損 (3,025) –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51,532 142,888

  

綜合除稅前（虧損）╱溢利 (13,060) 215,805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2,943,859 2,856,805
撇銷分部間應收賬款 (339,512) (363,421)

  

2,604,347 2,493,384
無形資產 366 39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82,855 89,248
向聯營公司貸款 23,709 18,177
其他金融資產 29,955 18,941
交易證券 7,892 10,804
本期可收回稅項 7,088 1,021
遞延稅項資產 9,709 6,4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7,978 95,886

  

綜合總資產 2,873,899 2,734,354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852,166 752,375
撇銷分部間應付賬款 (339,512) (363,421)

  

512,654 388,954
本期應付稅項 20,799 26,695
遞延稅項負債 24,377 23,603

  

綜合總負債 557,830 43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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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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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續）

(d)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以下地區分佈的資料：(i)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及(ii)本集團的物業、
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非即期按金及預付款項及聯營公司的權益（「指定非流動資
產」）。客戶之地區分佈乃依據提供服務或交貨的地點劃分。指定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
置乃基於資產的實際位置（倘為物業，廠房及設備），或其被分配的營運地址（倘為無
形資產），或營運地址（倘為於聯營公司的權益）而定。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指定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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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附註）

香港（居籍地） 41,104 52,145 2,078,445 2,048,111
    

中國大陸 2,232 1,608 84,046 36,288
北美洲 262,866 463,485 111,758 95,169
歐洲 137,179 142,295 33,044 10,443
其他 766 4,155 11,386 5,404

    

403,043 611,543 240,234 147,304
    

444,147 663,688 2,318,679 2,19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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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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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虧損淨額）／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向聯營公司貸款的利息收入 1,593 1,393
其他利息收入 608 448

  

2,201 1,841
向租戶收取的空調、管理及保養服務費 4,780 6,705
租賃修改收益 102 –
材料收費 478 320
撇減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3,455 –
出售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淨額 678 479
匯兌虧損淨額 (1,222) (8,173)
交易證券的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1,223 (1,832)
其他金融資產的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1,899 (2,972)
註銷附屬公司虧損* (40,673) –
其他 3,466 5,801

  

(23,613) 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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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於註銷時，本集團附屬公司山打根實業（東莞）有限公司及山打根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未進行任何商業活動，亦無任何資產及負債。於註銷後，與該等附屬公司相
關之相應匯兌儲備港幣40,673,000元已被解除及於本年度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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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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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6 7,781
租賃負債利息（附註） 2,981 –

  

12,387 7,781
  

(b)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69,693 199,378
僱主向指定供款退休金計劃作出的供款，已扣除沒
收供款港幣9,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零元） 18,205 20,977

  

187,898 220,355
  

(c) 其他經營費用

本年度其他經營費用包括：

無形資產攤銷 33 643
減值虧損增加╱（撥回）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 317
－應收賬款 (198) (882)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4,473 4,483
－稅務服務 262 66
－其他服務 – 502
廣告及推廣 9,663 14,193
燃料、電力及水 12,154 17,917
工具及消耗品 4,275 5,374
維修及保養 5,170 7,208
分包費用 26,703 25,927
交通及差旅 11,151 1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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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溢利（續）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

(d) 其他項目

折舊
－自置資產 （附註） 22,172 24,474
－使用權資產 （附註） 13,274 –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
賃的最低租賃款項總額（包括員工成本及其他經
營費用）（附註）

－土地及樓宇租金 – 23,256
－其他租金 – 119
存貨成本 272,303 417,153
投資物業的應收租金減除直接開支港幣5,880,000元
（二零一八年：港幣4,551,000元） (34,458) (4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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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貨成本包括有關員工成本、折舊費用、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以及租賃開
支港幣105,151,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31,492,000元），該數額亦已分別計入上
文單獨披露的總額以及綜合損益表內各個開支類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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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合損益表內的所得稅

(a) 綜合損益表內的稅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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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撥備 208 17,346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20) (1,288)

  

188 16,058
  

本期稅項－香港境外
本年度撥備 2,300 9,074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975 432

  

3,275 9,506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2,482) 8,837

  

981 34,401
  

二零一九年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二零一八年：16.5%）計
提撥備。

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的附屬公司的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25%（二零一八年：25%）。

香港境外其他附屬公司的稅項乃按照相關司法權區稅制的適用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英國及美國業務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分別為19%（二零一八年：19%）及21%（二
零一八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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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合損益表內的所得稅（續）

(b) 稅務開支與按適用稅率計算的會計（虧損）╱溢利對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13,060) 215,805
  

除稅前溢利的名義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獲得溢利的
適用稅率計算 10,309 27,774

不可扣減支出的稅務影響 14,289 29,913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29,727) (26,160)
之前未確認的已使用稅務虧損的稅務影響 (25) (271)
未確認的未使用稅務虧損的稅務影響 4,789 4,001
未確認的其他暫時差異的稅務影響 138 –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955 (856)
其他 253 –

  

實際稅項開支 981 34,40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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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14,364,000元（二零
一八年：盈利港幣181,750,000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950,588,000股
（二零一八年：950,588,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本公司並無具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因此，二零一九
年及二零一八年的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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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存貨

已確認為開支及計入損益的存貨金額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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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552 426,347
存貨撇減 – 2,708
存貨撇減撥回 (9,249) (11,902)

  

272,303 417,153
  

撥回以往年度所作的存貨撇減乃由於隨後出售該等存貨所致。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報告期末，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貿易應收賬款（扣除虧損撥備），根據發票日作
出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以內 44,732 37,460
一至三個月 32,899 48,832
三至十二個月 18,335 7,717
十二個月以上 351 1,225

  

96,317 95,234
  

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合約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包括應付賬款，其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作出的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以內 8,264 13,573
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 6,315 14,517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 1,833 4,192
六個月以上 598 904

  

17,010 3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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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i) 於本年度的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股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港幣零仙（二零一八年：每股普通股港幣1.0
仙） – 9,506

  

(ii) 於上個財政年度的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股息，年內經確認並已支付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有關上個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年內經確認並已
支付）每股港幣1.0仙（二零一八年：每股港幣
2.0仙） 9,506 19,012

  

(b) 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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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年初及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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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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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激烈的競爭、中美貿易戰及英國脫歐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的業績構成負面影響。新
型冠狀病毒病爆發對經濟活動造成顯著影響。本集團認為需要一段時間方能恢復正常狀
態，並將對二零二零年的業績產生不利影響。為應對不利情況，本集團將使其業務多元
化，推行各種措施以提高效率及加強成本控制措施。

玩具及模型火車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收入約為港幣4.0381億元，較去年減少約
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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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的租金收入約為港幣0.4034億元，
較去年減少約21.53%。此外，本集團的投資物業於年內錄得估值盈餘約港幣0.5153億
元，而去年則錄得估值盈餘約港幣1.4289億元。

於回顧年度內，其投資物業的出租率約為73%（二零一八年：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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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本集團的其中一個客戶的銷售佔本集團的銷售額約32%。本集團致力於
豐富客戶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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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圓（「日圓」）及歐元（「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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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圓及歐元作結算單位的交易。

環境政策及表現

本集團已制定環境、健康及安全管理制度與環保政策以有效解決及管理業務中環保問
題。我們的環境、健康及安全委員會通過常規檢查監督本集團所有生產設施環境保護方
面的整體表現。我們致力於建立綠色企業文化，實施清潔生產，改善企業環境，及以
可持續、高效的方式利用我們的資源，以減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實踐舉措包括垃圾分
類、室內排氣處理設施、室內污水處理設施、能效提升及綠色辦公室慣例。

展望未來，我們將繼續檢討現有政策的有效性及關鍵表現指標，提高環境表現。更多詳
情請參閱年度報告「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一節。

遵守相關法律及法規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就本集團所知，並無嚴重違
反適用的環境法律法規而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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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僱員、客戶及供應商的主要關係

本集團一直保持與其僱員、客戶及供應商的長期信賴關係：

僱員：

本集團視僱員為推動我們業務表現最重要的資產。為建立及維持一支忠誠及創新的員工
隊伍，我們強調保護彼等的健康及安全，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提供發展機會及保持舒
適的工作環境。公平公正對待全體僱員，不存在與工作要求無關的任何形式的差異化歧
視。我們亦提倡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安排各種康樂活動，令員工從工作中得到放
鬆，建立他們對公司的歸屬感。

客戶：

本集團致力於提供優質的產品及卓越的客戶體驗。在集團質量政策的指導下，我們透過
持續改進，以及生產優質產品並按時交付予客戶，努力實現最高客戶滿意度。於整個生
產環節（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進行質量檢測。私隱事宜方面，本集團非常重視客戶機密
數據的保護，因此，僅授權人員獲准接觸該等數據。我們亦歡迎客戶透過客戶服務渠道
對我們的產品或服務提供反饋。

供應商：

我們理解，供應鏈須符合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承諾，因此我們選擇供應商時十分謹慎。
所有潛在供應商須提供相關合規證明，方合資格列入核准賣方名單。除質素考慮因素
外，我們亦考慮其他因素，例如彼等於反腐、職業健康安全、生產安全、勞動準則及環
境保護方面的表現。

更多詳情請參閱年度報告「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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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收入約港幣4.4415
億元，較去年所報數字減少約33.08%；二零一九年的經營虧損約港幣0.2385億元，而
去年的經營溢利則約港幣0.5511億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的權益股東應佔虧損約港幣0.1436億元，當中包括投資物業重估盈餘約港幣0.5153億
元，而去年權益股東應佔溢利則約港幣1.8175億元，當中包括投資物業重估盈餘約港幣
1.4289億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每股資產淨額約港幣2.44元（二零一八年：約港
幣2.41元）。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約港幣0.4617億元（二零一八年：約港幣1.0768億元）。
銀行借貸總額約港幣3.2373億元（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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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65億元（二零一八年：約港幣8.0105億元）。計入銀行借貸總額的
循環貸款約港幣3.1006億元（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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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8%（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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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年內，本公司的股本概無變動。

本集團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約港幣19.0935億元（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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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集團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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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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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名（二零一八年：1,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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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員工成本約為港幣1.8790億元（二零一八
年：約港幣2.2036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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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貿易摩擦以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等重大本地及國際事件將使二零二零年的經濟環境
繼續充滿挑戰，對總體業務環境產生不利影響。本集團將使其業務多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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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集團活化開達大廈的
計劃已取得香港特區政府批准，預計整個過程於三年內完成。活化開達大廈將可增加本
集團的收入來源並提升其盈利能力。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每股普
通股港幣1.0仙）。

暫停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五）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日（星期三）（首尾兩天
包括在內）暫停股東登記，期間將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有權出席應屆
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
十八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遞交至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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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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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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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其企業管治程序及職責，並據此檢討及監察董事及高級管
理人員的職業培訓及持續發展，以及其政策及常規遵守相關法律及監管規定。本公司已
採納並應用企業管治政策。於報告年度內，本集團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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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八位董事當中，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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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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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所有董事已確認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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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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丁午壽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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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