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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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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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威 發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本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765）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以
及二零一六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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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 3 91,876 87,355
銷售成本 (68,009) (66,837)

毛利 23,867 20,518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1,051 3,121
分銷成本 (1,772) (1,906)
行政開支 (21,863) (17,719)
財務費用 (35) (289)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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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5 1,248 3,725
所得稅開支 6 (3,140) (315)

本期間（虧損）溢利 (1,892) 3,410

其他全面開支，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368) (526)

本期間總全面（開支）收入 (2,260) 2,884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
本公司持有人 (2,767) 1,565
非控股權益 875 1,845

本期間（虧損）溢利 (1,892) 3,410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總全面（開支）收入：
本公司持有人 (3,094) 1,100
非控股權益 834 1,784

本期間總全面（開支）收入 (2,260) 2,884

每股（虧損）盈利 8 港幣仙 港幣仙

基本 (0.85) 0.48

攤薄 (0.85)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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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9 57,499 59,514
投資物業 32,700 32,700
遞延稅項資產 7,885 7,492

98,084 99,706

流動資產
存貨 22,229 20,82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30,099 28,945
可收回稅款 246 398
抵押銀行存款 — 47,22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6,624 93,136

159,198 190,52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28,252 36,053
稅項負債 6,701 2,982
銀行借款 — 23,089

34,953 62,124

流動資產淨值 124,245 128,39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2,329 228,105



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8 50

資產淨值 222,201 228,05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2,692 32,692
儲備 170,857 173,951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203,549 206,643
非控股權益 18,652 21,412

總權益 222,201 22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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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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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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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之若干物業除外。

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
循者貫徹一致，惟下述者除外。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會計期間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詳情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信息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就未兌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應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財務表現及狀況造
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提早採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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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分類

為管理需要，本集團將現有之業務劃分為兩個業務分類，分別為(i)奇趣精品及裝飾品以及
(ii)玩具產品之製造及銷售。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類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及總收益 5,492 86,384 91,876

業績
分類業績 (4,337) 8,872 4,535

未分攤企業開支 (3,252)

財務費用 (35)

除稅前溢利 1,248

所得稅開支 (3,140)

本期間虧損 (1,89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44,394 132,816 177,210

未分攤企業資產 80,072

綜合總資產 257,282

負債
分類負債 5,200 29,225 34,425

未分攤企業負債 656

綜合總負債 35,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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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其他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購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265 1,641 23 1,929

折舊及攤銷 476 2,720 693 3,889

利息收入 8 74 5 87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及總收益 7,542 79,813 87,355

業績
分類業績 (4,735) 10,975 6,240

投資收益 876

未分攤企業開支 (3,102)

財務費用 (289)

除稅前溢利 3,725

所得稅開支 (315)

本期間溢利 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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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44,510 128,915 173,425

未分攤企業資產 116,804

綜合總資產 290,229

負債
分類負債 12,897 34,819 47,716

未分攤企業負債 14,458

綜合總負債 62,174

 其他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其他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購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407 359 — 766

折舊及攤銷 533 2,575 832 3,940

利息收入 10 9 18 37

 主要客戶資料

玩具產品銷售的收益約港幣86,384,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79,813,000元）包括向本集團最大
客戶的銷售額約港幣82,505,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75,84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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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區分類

本集團按經營地點劃分之外部客戶收益詳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市場地區劃分之銷售收益：
香港 4,851 2,314

歐洲 20,035 20,802

美洲 16,633 26,446

亞洲（除香港外） 49,877 35,841

其他 480 1,952

91,876 87,355

以下為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分類資產之賬面值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89,465 214,93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67,817 75,295

257,282 290,229

以下為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購置之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23 36

中國 1,906 730

1,929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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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收回壞賬 — 1

持作買賣投資之股息收入 — 1,366

利息收入 87 37

租金收入 236 306

廢料銷售 105 694

出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虧損）收益 (30) 160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虧損 — (2,63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收益 — 1,778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收益 — 365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99) 400

其他 1,052 648

1,051 3,121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折舊 3,889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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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969) (1,412)

中國企業所得稅 — (53)

(969) (1,46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2,334)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52) (82)

(2,486) (82)

遞延稅項
本年度 315 1,232

於損益中確認之所得稅開支總額 (3,140) (315)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均須按25%之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7 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每股港幣1.0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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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本期間虧損淨額約港幣2,767,000 元（二
零一六年：溢利港幣1,565,000元）及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326,923,607 324,793,025

就購股權普通股股份之潛在攤薄影響 — 476,573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 326,923,607 325,269,598

9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以約港幣1,929,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766,000元）之款額購入物業、機
器設備及儀器。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放賬期平均為60天。

以下為本集團於本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及經扣除呆賬撥備後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
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60天 25,851 22,204

61 – 90天 6 361

91 – 120天 70 —

超過120天 33 6

25,960 22,571

以上披露之貿易應收賬款包括於本報告期末逾期之金額，本集團尚未就該等金額確認呆賬
撥備，原因為信貸質素尚未有重大改變以及該等金額仍被視為可予收回。本集團就該等結
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或其他信貸優化，也並不擁有任何合法權利可抵銷本集團結欠交易對
手之任何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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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於本報告期末已逾期但並無減值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逾期：
0 – 60天 4,238 4,105

61 – 90天 70 306

91 – 120天 16 —

超過120天 17 6

4,341 4,417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以下為本集團於本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 – 60天 10,425 12,757

61 – 90天 866 1,755

91 – 120天 140 150

超過120天 494 433

11,925 1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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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每
股港幣1.0仙）。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收益總額約為港幣91,876,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87,355,000
元），較上年增加約5%，並錄得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約港幣2,767,000元
（二零一六年：溢利港幣1,565,000元）。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核心業務錄得貢獻約港幣4,535,000元（二零一六年：
港幣6,240,000元）。下文闡釋核心業務各分類之詳細表現。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
六年年底出售全部投資，故並無錄得投資收益（二零一六年：港幣876,000元）。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分類的收益進一步減少約27%至約港幣5,492,000元（二零一六
年：港幣7,542,000元），而從中招致損失金額約為港幣4,337,000元（二零一六年：
港幣4,735,000元）。該分類繼續產生重大虧損，或須投入更多推廣費用以維持可
持續收益。

玩具產品

此分類之收益溫和增長約8%至約港幣86,384,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79,813,000
元），並錄得正面貢獻港幣8,872,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0,975,000元）。該分類繼
續向本集團作出重大及穩定的貢獻。

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

分銷成本企穩約港幣1,772,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906,000元），較上年減少約
7%。行政開支則增加約23%至約港幣21,863,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17,719,000
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增加約港幣4,100,000元所致。

財務費用

本集團之財務費用下跌至約港幣35,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289,000元），乃由於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悉數償還所有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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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及前景

本集團現正考慮及╱或初步設計核心業務資源投入不大的新項目，藉此拓寬業
務範圍及╱或提升利潤率。

鑑於今年下半年為本公司核心業務的傳統旺季，本公司董事（「董事」）樂觀認為，
本集團的業績將可望在今年下半年得到改善。

同時，本集團亦將積極物色優質的併購機遇以期獲取能為本集團帶來附加值、
協同效應及新收入來源的新業務或資產。

在全體僱員的共同努力下，本集團致力於與其客戶、業務合夥人及股東友好共
事，以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並為其股東帶來可觀的回報。

變現能力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款（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23,089,000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銀行借款除以本公司持有人
應佔權益計算）為0%（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抵押資產以作為本集團獲授孖展貸款額度之擔
保（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7,223,000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下列資產，以作為本集團過往銀行貸
款及可用銀行信貸之擔保：

(i) 賬面值約港幣28,154,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8,726,000元）
的租賃土地及樓宇；及

(ii) 賬面值約港幣32,7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2,700,000元）
的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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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約為港幣0.62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港幣0.63元），乃根據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約港幣203,549,000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06,643,000元）除以當日實際已發行股份數目
326,923,607股（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6,923,607股）計算。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1,200名（二零一六年：1,280名）全職僱
員。本集團以現時業內之慣例及員工之個人表現釐定其薪酬。本集團亦為其僱
員設立購股權計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買賣主要以港幣或美元計值。鑑於本集團所有工廠位於中國，所產生
之開支均以人民幣計值。

由於港幣仍然與美元掛鈎，本集團預期此方面並無重大外匯風險，但將會緊密
監察人民幣趨勢，以決定是否需要採取任何行動。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金融工具以對沖外匯風險。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
市證券。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頒佈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內之守則條文（「守則
條文」）作為其企業管治守則，並已遵守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D.1.4條，所有董事應清楚知悉委任安排，且本公司對董事委任
應有正式之委任書列明其受聘的主要條款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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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執行董事謝依諾女士（「謝女士」）於獲委任時並無正式的委任書。

這是因為本公司管理層認為謝女士清楚知悉委任安排已制定。在任何情況下，
所有董事，包括謝女士，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所規定的方式輪值退任，以及
重選退任董事時，在有關董事續聘事宜方面提供合理且必要的資訊予股東，使
彼等做出知情的決定。此外，所有董事須遵守法規及普通法、上市規則、法律及
其他監管規定以及本公司的業務及管治政策下的規定。就此，本公司認為該規
定足以達至有關守則條文之相關目標。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以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張上先生、謝曉宏先生及劉樹人先生，而劉樹人先生亦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討論審計內部監
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本公司現公佈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審閱）。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就本公司對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委員會成員包括劉樹人先生、謝曉宏先生及張上先生，而張上先生亦為委員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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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受其職權範圍監管，職權範圍與守則一致。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負責挑選提名有關人士出任董事或就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

委員會成員包括張上先生、謝曉宏先生及高曉瑞先生，而高曉瑞先生亦為委員
會主席。

委員會受其職權範圍監管，職權範圍與守則一致。

代表董事會 
高曉瑞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謝依諾女士及潘偉業先生，非執行董
事高曉瑞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上先生、謝曉宏先生及劉樹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