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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梁秋曉先生（主席）

梁啟榮先生（行政總裁）

曾志蓉女士

梁春燕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智堅先生

周勝裕先生

李永耀先生

公司秘書

黃暉傑先生

法律顧問

盛德律師事務所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沙田小瀝源

安平街6號
新貿中心B座
三樓4至6室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Butterfield Fulcrum Group (Cayman) Limited
Butterfield House, 68 Fort Street
P.O. Box 705, Grand Cayman
KY1-1107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匯中心26樓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合規顧問

中國光大融資有限公司

主要銀行

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95

公司網站

www.vitar.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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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美國出現百年一遇的經濟衰退，作為華南地區前領的絕緣物料製造商之一，本

集團亦受到間接影響。經濟衰退使家庭電器市場萎縮，嚴重打擊對本集團產品

的需求。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銷售額大幅下降，切合反映在全球金融

危機下對巿場的預期。

雖然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整體營商環境嚴峻，惟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的

經營業績有所改善。第二季度的銷售額較二零零九年首季上升50%，反映本集

團業務開始重拾升軌。

鑑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經濟衰退及市場不景，本集團對市場需求轉變作出迅速

反應。為提高競爭力、盈利能力及生產效率，本集團採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以

改善營運條件，如改良現有生產線以提升產品質素、添置生產線以增加產能、

推行倉庫現代化、優化及精簡員工編制、進行有關產品改良的物料研究、重組

生產工序及開發新產品。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收益為54,800,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2,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減少46.8%。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製造分部的銷售額下跌

37.5%至46,000,000港元，而貿易分部的銷售額下跌70.0%至8,80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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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20.3%跌至12.9%，

原因在於全球需求萎縮、產品組合轉變及售價下降，加上穩定少變的固定生產

開支所影響。

其他收益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00,000港元大幅增至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100,000港元，主要是來自本公司對沖銅的收

益。

行政開支佔本集團收益19.5%，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7,800,000港元增加約 36.7%至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0,7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上市後多項專業服務費用與相關開支增加、二零

零八年下半年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添置的固定資產的折舊費

用上升、擴充辦公室的租金支出及員工成本增加。

由於上述不利因素，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業績錄得

虧損3,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4,500,000港

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經營資金來自內部所得現金流量及銀行借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銀行信貸為92,300,000港元，其中63,000,000港元尚未動用。於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總額為29,300,000港元，其中24,200,000港

元以港元計值，5,100,000港元以美元計值。大部分銀行借貸須於一年內償還，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要銀行借貸的利息以介乎年息香港銀行

同業拆息加1.4厘至2.25厘的浮動利率計算。本集團的負債資產比率按銀行借貸

總額與資產總值的比率計算，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為13.6%（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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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續）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84,20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1,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為

2.9（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擁有現

金48,9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700,000港元）。在現時營商

環境下，本集團審慎理財，減少銀行借貸及流動負債，負債資產比率及流動比率

得以改善。

本集團持有以外幣計值的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銀行借貸、銷售與採購

額，故此有外匯風險。以港元為功能貨幣的附屬公司的外匯風險主要來自於結

算日以人民幣（「人民幣」）及／或美元（「美元」）計值的銀行結餘、貿易應收款

項、貿易應付款項及銀行借貸。由於港元匯率與美元掛漖，故董事會認為該等

附屬公司的美元外匯風險不大。人民幣外匯風險方面，本集團致力平衡人民幣

資產與負債，將外匯風險減至最低。

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匯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一直嚴密監控外匯風險，需要時

會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定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或前後向二零零九年十月九日名列股東

名冊的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5港仙（截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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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八日至二零零九年十月九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的資格，

所有填妥的過戶表格及相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償還的銀行借貸29,300,000港元及銀行信貸

92,300,000港元（其中63,000,000港元尚未動用）以本集團的物業、已抵押銀行

存款與保單及本公司的公司擔保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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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開發售新股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發行新股所得款項淨額約39,500,000港元已按以下方式用

於生產設施︰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計劃 已動用數額 結餘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設立硅膠生產線 31.4 6.5 24.9

－擴大現有製造業務產能 8.1 4.5 3.6

39.5 11.0 28.5

所得款項淨額之結餘已存作銀行存款。

設立硅膠生產線現處初期廠房整建及訂購設備階段，預期將於二零一零年第三

季全面投產。

主要投資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中國生產設施之物業、機器及設備

的資本開支及已付按金分別約為5,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800,000港元）及9,2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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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345名僱員。本集團根據僱員成績及表

現實施薪酬政策、花紅及購股權計劃。本集團亦參與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

中國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本集團不斷提供培訓，協助員工提高行業品質標

準知識。

展望

儘管近期有跡象顯示美國經濟衰退放緩，反彈仍屬言之尚早。雖然美國的失業

率有回落跡象並且消費者對美國經濟重拾信心，本集團預期全球經濟環境仍然

困難，面對業務挑戰重重、經營環境嚴峻，本集團將致力拓展收入來源，穩固

收益基礎。此外，本集團會微調業務模式，積極發掘其他潛在投資機會，加強

及擴展業務組合。

為把握消費者市場的機遇及為日後經濟復甦作好準備，本集團現正實行二零零

八年十月三十日刊發的售股章程所載的擴展計劃。本集團將設立硅膠（現從供應

商採購的原料）的生產線及增加現有產品生產線以加大產能。為獲得最大的投資

回報，本集團會進一步考慮發展上游業務及拓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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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續）

中國政府的經濟復甦計劃（如家庭電器補貼計劃、家庭電器以舊換新補貼計劃及

節能電器計劃），均有利本集團業務。本集團會配合政府政策經營，以分享這些

復甦計劃帶來的利潤。此外，本集團加強在各大城市進行各種宣傳推廣、參與

展銷會及設立銷售辦事處，努力擴大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

憑藉穩健財務狀況、豐富提供絕緣與耐熱解決方案經驗、優秀研發隊伍及優質

產品，本集團將堅持現代化生產及營運策略、緊貼市場趨勢，開發新產品及把

握拓展市場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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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所得公開資料及董事會所知，董事會確認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保持上市規則規定的最低公眾持股量。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計劃」），旨在鼓勵及獎勵

對本集團成功有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但不限於）本

集團的僱員、董事、股東及任何其他合資格人士。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概無根據計劃向任何人士授出或同意授出任何購股權。

董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

中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

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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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權益（續）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普通股（「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

梁秋曉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72,000,000 72

梁啟榮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72,000,000 72

曾志蓉女士 受控法團權益 72,000,000 72

梁春燕女士 受控法團權益 72,000,000 72

附註︰ 梁秋曉先生、梁啟榮先生、曾志蓉女士及梁春燕女士透過威達發展控股有限公司（「威

達發展」，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持有本公司權益，而威達發展由彼等分別擁有

35%、32.5%、10%及10%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

員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中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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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

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的

權益或淡倉。

於股份中的好倉

股東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

威達發展（附註） 實益擁有人 72,000,000 72

附註︰梁秋曉先生、梁啟榮先生、葉世強先生、曾志蓉女士、梁春燕女士及王

麗梅女士分別擁有威達發展35%、32.5%、7.5%、10%、10%及5%

的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的登記冊顯

示，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獲悉並無任何其他人士在本公司股份及

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配售現有股份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獲悉主要股東威達發展控股有限公司（「威達發

展」）已完成向Wright Source Limited（「承配人」）以每股2.30港元配售

28,000,000股現有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28%。承配人為獨立於威達

發展及其董事、本公司或其關連人士或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各自聯繫人的董

事及行政總裁（所有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亦非與威達發展及其董事、本

公司或其關連人士或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各自聯繫人的董事及行政總裁行動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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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報告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審

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智堅先生、周勝裕先生及李永耀先生組成。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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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具體查詢，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守

則的所載規定。

承董事會命

威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梁啟榮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威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4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54,790,722 102,897,432

銷售成本 (47,744,867) (82,052,666)

毛利 7,045,855 20,844,766

投資收入 60,805 126,388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1,135,117 150,343

分銷開支 (393,935) (796,148)

行政開支 (10,661,487) (7,797,664)

財務成本 6 (567,782) (916,554)

其他開支 7 — (6,230,125)

除稅前（虧損）／溢利 (3,381,427) 5,381,006

稅項 8 — (860,359)

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 (3,381,427) 4,520,647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299,284 2,197,81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299,284 2,197,819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082,143) 6,718,466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11 (3.38港仙) 6.28港仙

第19至34頁的附註屬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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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8,976,252 56,864,838

預付租金 15,714,054 15,986,689

投資物業 1,995,596 2,022,204

已付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按金 9,203,222 —

可供出售投資 1,905,792 1,905,792

87,794,916 76,779,523

流動資產

存貨 22,615,752 32,808,815

貿易應收款項 13 49,547,597 56,760,230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5,349,076 4,473,293

預付租金 489,868 429,42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56,000 56,000

可收回稅項 916,031 1,112,707

已抵押銀行存款 6,054,839 8,029,587

銀行結餘及現金 42,822,577 60,671,691

127,851,740 164,34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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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11,668,716 18,088,65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639,918 6,668,751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90,478 118,504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25,030,176 38,052,993

其他借貸（一年內到期） — 227,741

應付股息 — 141,506

43,629,288 63,298,152

流動資產淨額 84,222,452 101,043,59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2,017,368 177,823,122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6 10,000,000 10,000,000

儲備 55,326,166 55,118,717

保留盈利 101,530,064 107,411,491

權益總額 166,856,230 172,530,20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900,000 900,000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4,261,138 3,333,026
其他借貸（一年後到期） — 1,059,888

5,161,138 5,292,914

權益及負債總額 172,017,368 177,823,122

第19至34頁的附註屬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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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特別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0,000,000 — 4,230,807 — 126,201,786 140,432,593

期內溢利 — — — — 4,520,647 4,520,647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2,197,819 — — 2,197,81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2,197,819 — 4,520,647 6,718,466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000,000 — 6,428,626 — 130,722,433 147,151,059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未經審核） 10,000,000 41,574,386 5,744,331 7,800,000 107,411,491 172,530,208

期內（虧損） — — — — (3,381,427 ) (3,381,427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299,284 — — 299,28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299,284 — (3,381,427 ) (3,082,143 )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91,835 ) — — — (91,835 )

支付股息 — — — — (2,500,000 ) (2,500,000 )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0,000,000 41,482,551 6,043,615 7,800,000 101,530,064 166,856,230

第19至34頁的附註屬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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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1,231,911 2,435,817

已收利息 60,805 126,388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1,974,748 (2,113,119)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5,413,313) (796,864)

已付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按金 (9,203,222) －

購買租賃土地 — (6,537,59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2,580,982) (9,321,192)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91,835) －

已付利息 (567,782) (916,554)

已付股息 (2,641,506) (4,380,252)

償還銀行借貸 (18,094,705) (16,715,248)

新增銀行借貸 6,000,000 5,000,000

償還其他應付款項 (1,287,629) －

董事墊款 — 4,121,698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6,683,457) (12,890,3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8,032,528) (19,775,731)

匯率變動影響 183,414 (717,127)

於一月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0,671,691 29,627,996

於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銀行結餘及現金 42,822,577 9,135,138

第19至34頁的附註屬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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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巿規

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重大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如適用）外，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法編

製。

一系列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起

生效。除下述者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呈列方式及計算

方法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

同。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報告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

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或已生效的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呈列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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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會計政策（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第1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之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設協議

　－詮釋第15號

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或財務狀況

並無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對過往期間的業績或財務狀況作出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

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2

　－詮釋第9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3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4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分派非現金資產予擁有人1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從客戶轉讓資產5

　－詮釋第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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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會計政策（續）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起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後結束的年度期間起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起生效
4 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起生效
5 適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的轉讓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會影響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度報告期間開始當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的會

計處理方法。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會影響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擁有

權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方法。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修訂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

3. 收益

收益指於一般業務過程中銷售貨品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減去折扣及相關銷售

稅項的淨額。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

營分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要求，經營分部的區分按本集團主要營

運決策者為調配各分部資源並評估各分部業績而定期檢討有關集團各組成

部份之內部報告為基準，原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則要求公

司利用風險及回報的方法劃分業務及地區兩類分部，而公司「向主要管理

人員報告的內部財務系統」僅作為劃分分部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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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過往，本集團主要報告方式為業務分部。對比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所

釐定的主要呈報分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並無導致本集團呈報

分部改變，亦無改變分部損益的計量基準。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劃分的經營分部如下︰

(a) 生產及銷售絕緣及耐熱材料（「製造」）；及

(b) 銅及硅膠貿易（「貿易」）。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 貿易 合併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收益 46,001,328 8,789,394 54,790,722

分部業績 5,983,156 676,257 6,659,413

未分配企業收入 1,195,922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668,980)

財務成本 (567,782)

除稅前虧損 (3,381,427)

稅項 —

期內虧損 (3,38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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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製造 貿易 合併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21,875,013 21,885,421 143,760,434

未分配企業資產 71,886,222

215,646,656

負債

分部負債 10,893,708 775,008 11,668,716

未分配企業負債 37,121,710

48,790,426

其他資料（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 貿易 未分配 合併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5,413,313 — — 5,413,313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294,450 — — 3,294,450

撥回預付租金 145,463 — 65,023 21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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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 貿易 合併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收益 73,646,109 29,251,323 102,897,432

分部業績 18,208,334 1,888,398 20,096,732

未分配企業收入 228,617

未分配企業開支 (14,027,789)

財務成本 (916,554)

除稅前溢利 5,381,006

稅項 (860,359)

期內溢利 4,520,647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製造 貿易 合併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34,399,927 24,140,001 158,539,928

未分配企業資產 82,581,346

241,121,274

負債

分部負債 16,919,967 1,168,690 18,088,657

未分配企業負債 50,502,409

68,59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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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其他資料（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 貿易 未分配 合併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 796,864 — — 796,864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248,425 — — 2,248,425

撥回預付租金 116,171 — 65,023 181,194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收益 749,356 —

匯兌收益淨額 85,236 —

租金收入 144,000 144,000

雜項收入 156,525 6,343

1,135,117 150,343



威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6

6. 財務成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548,306 916,55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借貸 19,476 —

567,782 916,554

7. 其他開支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筆金額為與上市有關的專業費用

及其他開支。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報規定，權益交易的

交易成本中與新股發行直接有關的部份會列作權益扣減。餘下的成本則於

產生時確認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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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

開支包括香港利得稅：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即期稅項 — 860,359

遞延稅項開支 — —

— 860,359

香港利得稅按本期及過往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於本期內，

香港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故無需作出稅項撥備。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集團一間中國附屬公司自其首個獲利年度起

計兩年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稅率減半。於本期內，在中

國成立的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或享有上述稅項豁免安排，故無需為企

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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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期內（虧損）／溢利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核數師酬金 410,000 185,50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47,744,867 82,052,666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294,450 2,248,425

投資物業折舊 26,608 26,608

撥回預付租金 210,486 181,194

租賃物業的經營租金 863,462 691,400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及其他福利 7,410,282 7,304,78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50,018 335,665

7,760,300 7,640,453

投資物業所得租金收入 (144,000) (144,000)

扣除︰支出 47,095 45,846

租金收入淨額 (96,905) (98,154)

外匯虧損淨額 — 5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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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本期的中期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董事會決定派付中期股息每股5港仙（截至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予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九日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的股東。該股息於中期報告結算日後宣派，故並無在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簡明財務狀況表中列作負債。

期內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股東獲派付股息每股2.5港仙（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作為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末期股息。

11.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3,381,427港

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4,520,647港元）及股份數

目計算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所用普通股數目 100,000,000 72,000,000

由於兩個期間均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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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機器及設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的開

支約5,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00,000港

元）。本集團已將賬面值為5,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5,900,000港元）的樓宇抵押作為授予本集團一般銀行信貸的擔

保。

13.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50,609,329 57,821,962

減︰呆壞賬撥備 (1,061,732) (1,061,732)

49,547,597 56,76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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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收款項（續）

本集團的平均信貸期為90日。對於與本集團進行銅貿易或有長期業務關係

的若干客戶，本集團或會給予不超過120日的較長信貸期。以下為於結算

日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壞賬撥備）的賬齡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3,925,331 21,769,253

31至60日 6,766,066 9,451,909

61至90日 8,523,360 10,752,542

90日以上但少於一年 20,332,840 14,786,526

49,547,597 56,760,230

截至本報告批準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賬齡90日以上但少於一年的

57%貿易應收款項已結算。

14. 貿易應付款項

於結算日，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5,427,190 9,697,817

31至60日 1,479,273 3,574,964

61至90日 414,746 666,300

90日以上但少於一年 4,347,507 4,149,576

11,668,716 18,08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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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銀行借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獲得新增銀行貸款

6,000,000港元。貸款利息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基礎計算，須於兩年內償
還。該款項用於增加本集團營運資金。

16.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港元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 100,000,000

已發行︰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 10,000,000

17. 資本承擔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就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訂約

　但尚未撥備之款項 23,141,310 —

資本承擔主要指有關設立硅膠生產線及相關設施的合約。



33 中 期 業 績 報 告 2009

18. 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

立以下交易︰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支付予First Phoenix

Investments Limited

（「First Phoenix」）之租金 168,000 168,000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六日，本集團與First Phoenix訂立租約，First Phoenix

同意將辦公室物業出租予本集團。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梁啟榮先生

全資擁有First Phoenix，故First Phoenix為梁啟榮先生的聯繫人，亦為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動用由兩名董事提供的個人擔保

及私人物業及First Phoenix的物業作抵押的銀行信貸約41,400,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48,4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動用

金額約為62,8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59,200,000港元）。上述擔保及

物業擔保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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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連人士交易（續）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期內主要管理人員（包括本公司董事）的酬金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1,526,350 1,687,75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8,765 53,126

1,575,115 1,740,879

19.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獲悉主要股東威達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威達發展」）完成以每股2.30港元向Wright Source Limited（「承配人」）

配售28,000,000股現有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28%。承配人為

獨立於威達發展及其董事、本公司或其關連人士或本公司、其附屬公司的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定義見上市規則）及彼等各自聯繫人且不與該等人士

一致行動的第三方。

20. 批准本中期財務報告

董事會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批准及授權刊發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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