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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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益為863,000,000港元（二零㇐七年：738,900,000港元） 

 

– 毛利為116,900,000港元（二零㇐七年：116,800,000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31,600,000港元（二零㇐七年：41,800,000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11.17港仙（二零㇐七年：14.83港仙） 

 

– 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6.0港仙（二零㇐七年：中期股息每股7.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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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信佳」

或「本集團」）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八年 二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863,009 738,943 
    
銷售成本 5 (746,151) (622,108) 
      
毛利  116,858 116,835 
    
其他收入  2,993 1,322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4 (579) 47 
分銷及銷售費用 5 (26,817) (18,988) 
㇐般及行政管理費用 5 (55,520) (51,412) 
      
經營溢利  36,935 47,804 
      
融資收入 6 1,939 1,866 
融資成本 6 (2,306) (2,434) 
      
融資成本 — 淨額  (367) (56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075) (975) 
      
      
除所得稅前溢利  35,493 46,261 
    
所得稅開支 7 (4,118) (4,866) 
      
期內溢利  31,375 41,395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31,571 41,793 
非控制性權益  (196) (398) 
      

  31,375 41,395 

      
期內歸屬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8 11.17 14.83 

      
— 攤薄（港仙） 8 11.16 14.72 

      
股息 9 16,961 1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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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八年 二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31,375 41,395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所產生匯兌差額 (33,151) 22,820 

按公平值記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公平值虧損 (195) (10,867)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33,346) 11,953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1,971) 53,348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775) 53,746 

非控制性權益 (196) (398) 

     
 (1,971) 5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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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八年
三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8,616 297,178 
土地使用權  49,413 51,994 
無形資產  3,276 3,319 
商譽  3,949 3,94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548 3,623 
按公平值記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財務資產  7,095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6,242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0,995 3,757 
貸款應收款項 10 1,625 –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29 1,782 
其他非流動應收款項 10 3,537 3,074 

      

  352,783 374,918 

      
流動資產    

存貨  298,975 268,74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323,403 233,201 
貸款應收款項 10 912 2,500 
可收回所得稅  1,255 1,09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031 4,149 
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  – 15,5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4,884 165,105 

      

  741,460 690,294 
      

      
資產總值  1,094,243 1,065,21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2,429 3,759 
遞延所得稅負債  321 504 

      

  2,750 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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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八年
三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17,536 258,093 
合約負債  10,962 – 
應付所得稅  9,916 6,096 
銀行借貸  44,097 65,155 

      

  382,511 329,344 
      

      
負債總額  385,261 333,607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股本  28,269 28,214 
其他儲備  91,502 122,940 
保留盈利  587,942 578,986 

      

  707,713 730,140 
非控制性權益  1,269 1,465 

      
權益總額  708,982 731,605 
      

      
權益及負債總額  1,094,243 1,06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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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截至二

零㇐八年三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併閱讀。 

 

在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須作出會影響會計政策應用以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的報告金額的判斷、估計和

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此類估計存在差異。 

 

在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在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時由管理層所作出的重大判斷以及估計及不確定性的關

鍵來源與截至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2.  會計政策 

 

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報表內描述的會計政策㇐致，惟使用適用於預期年度盈

利總額之稅率估算所得稅及採納於截至二零㇐九年三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

外。 

 

(a) 本集團採納之經修訂現有準則及詮釋 
 

下列現有準則之修訂本於二零㇐九年四月㇐日或之後開始的本集團財政年度強制生效，並已採納用作編製中期簡

明綜合財務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同㇐併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

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

本） 

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採納該等準則及新會計政策的影響披露於附註12。其他準則不會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造成任何影響，亦毋須作出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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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尚未採納之新訂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本 

 

下列新訂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本已於二零㇐八年四月㇐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頒佈但尚未生效，且未獲本集團提前

採納： 

  

於以下日期或 

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二零㇐九年㇐月㇐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二零㇐九年㇐月㇐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會計處理的不確定性 二零㇐九年㇐月㇐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間之

資產出售或注入 

待香港會計師公會宣佈 

 

預期上述新訂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本概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除外。有關詳情，請參閱本集團截至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被認定為作出策略決定之執行董事（統稱「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審視本集團內部報

告以評估表現和分配資源並基於實體財務資料作出相關決策。 
 

本集團有兩個可呈報分類： 

 

電子產品 — 開發、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 製造及分銷寵物相關產品 

 

有關分類乃由經截至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止年度進行集團重組後組成。截至二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

較分類資料已重新分類，以切合最近期分類資料披露之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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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八年及二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人有關可呈報分類的分類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來客戶收益 727,038 135,971 – 863,009 

分類間收益 95,320 58,770 (154,090) – 

         

 822,358 194,741 (154,090) 863,009 

         
分類業績 35,971 10,447  46,418 

        
分類業績與期內溢利對賬如下： 

 
分類業績    46,418 

未分配開支淨額    (11,897) 

其他收入    2,993 

其他收益淨額    (579) 

      
經營溢利    36,935 

融資收入    1,939 

融資成本    (2,306)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1,075) 

      
除所得稅前溢利    35,493 

所得稅開支    (4,118) 

      
期內溢利    31,375 

      
 

 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未經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748 184 1,012 16,944 

無形資產攤銷 643 – – 643 

土地使用權攤銷 537 – 26 563 

添置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於聯營公司之權益、財務資
產及遞延稅項資產） 7,591 120 791 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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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重列）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外來客戶收益 593,160 145,783 – 738,943 

分類間收益 102,010 92,151 (194,161) – 

         

 695,170 237,934 (194,161) 738,943 

         
分類業績 36,216 19,519  55,735 

        
分類業績與期內溢利對賬如下： 

 
分類業績    55,736 

未分配開支淨額    (9,301) 

其他收入    1,322 

其他收益淨額    47 

      
經營溢利    47,804 

融資收入    1,866 

融資成本    (2,434)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975) 

      
除所得稅前溢利    46,261 

所得稅開支    (4,866) 

      
期內溢利    41,395 

      
 

 截至二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重列）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未經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094 154 921 16,169 

無形資產攤銷 986 – – 986 

土地使用權攤銷 547 – – 547 

添置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於聯營公司之權益、財務資
產及遞延稅項資產） 7,926 202 151 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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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與總資產及總負債之

對賬如下： 

 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資產 931,466 52,557 984,023 

未經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49,11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54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29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031 

應收貸款   2,537 

可收回稅項   1,255 

其他投資   18,09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207 

其他未經分配資產   9,708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資產總值   1,094,243 

     
分類負債 270,119 2,304 272,423 

未經分類：    
銀行借貸   46,526 

遞延所得稅負債   321 

應付貿易賬款   48,419 

應付所得稅   9,916 

其他未經分配負債   7,656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負債總額   38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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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 

 電子產品 寵物相關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850,490 53,650 904,140 

未經分配：    
物業、廠房及設備   49,93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623 

遞延所得稅資產   1,78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149 

應收貸款   2,500 

可收回稅項   1,097 

其他投資   9,99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9,312 

其他未經分配資產   8,676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資產總值   1,065,212 

     
分類負債 192,158 4,437 196,595 

未經分類：    
銀行借貸   68,914 

遞延所得稅負債   504 

應付貿易賬款   54,449 

應付所得稅   6,096 

其他未經分配負債   7,049 

     
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負債總額   333,607 

     

本集團截至二零㇐八年及二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按目的地國家劃分之外來客戶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八年 二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美國 409,713 321,749 

日本 104,492 126,216 

台灣 82,651 50,88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包括香港） 78,851 63,401 

澳洲 44,721 57,209 

德國 38,300 17,190 

英國 37,462 65,992 

其他 66,819 36,299 

     

 863,009 73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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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地區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分析如下： 

 
於二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八年 
三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80,732 68,247 

中國內地 270,321 304,888 

澳門 1 1 

     

 351,054 373,136 

     

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外部收益約122,698,000港元（二零㇐七年：139,133,000港元）源自㇐名客戶，

佔本集團收益10%（二零㇐七年：10%）以上。概無其他客戶個別佔本集團收益10%以上（二零㇐七年：相同）。 

 

4.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八年 二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之公平值虧損 (585) – 

按公平值記入其他全面收入之減值虧損 (502) – 

匯兌收益淨額 508 47 

     
其他（虧損）╱收益總額，淨額 (579) 47 

     

5.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分銷及銷售費用以及㇐般及行政管理費用之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八年 二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成本 654,669 538,34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944 16,169 

土地使用權攤銷 564 547 
無形資產攤銷 643 986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03,627 93,654 
其他開支 52,041 42,803 

     
銷售成本、分銷及銷售費用以及㇐般及行政管理費用總額 828,488 69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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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收入及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八年 二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下列各方之利息收入：   
— 銀行存款 1,010 921 

— 債券投資 – 215 

— 其他 929 730 

     
融資收入 1,939 1,866 

   
銀行借貸之利息 (2,306) (2,434) 

     
融資成本 — 淨額 (367) (568) 

     

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以稅率16.5%（二零㇐七年：16.5%）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按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
現行稅率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八年 二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3,558 2,994 

— 香港境外所得稅 690 1,715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有關之遞延所得稅 (130) 157 

     
 4,118 4,866 

     

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八年 二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31,571 41,793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82,608 281,732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11.17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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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於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已轉換的情況下透過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計算。本公

司有㇐類潛在攤薄普通股，即向僱員授出之購股權。就購股權而言，有關計算乃按未行使購股權所附認購權之金

錢價值來釐定可按公平值（以本公司股份平均市價計算）購入之股份數目。以上述方法計算之股份數目將與假設

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發行之股份數目比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八年 二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31,571 41,793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82,608 281,732 

購股權調整（千股） 215 2,180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82,823 283,912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11.16 14.72 

     

9.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八年 二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6.0港仙（二零㇐七年：7.0港仙） 16,961 19,746 

     
 

有關至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之期間之股息22,615,000港元（二零㇐七年：22,567,000港元）已於二零㇐八年八月二

十三日派付。 

 

於二零㇐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董事會已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6.0港仙（二零㇐七年：每股7.0港仙），並須於二零

㇐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或之前派付予於二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本中期股息為數16,961,000港

元（二零㇐七年：19,746,000港元）尚未於本中期財務資料內確認為㇐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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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如下： 

 
於二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八年 
三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85,831 195,924 

31至60日 5,293 5,828 

61至90日 1,747 1,937 
91至180日 1,432 1,280 

超過180日 4,637 3,795 

     
 298,940 208,764 

減：減值撥備 (3,686) (3,748)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295,254 205,016 

預付賣方款項 11,138 11,157 
預付廠房及設備款項 3,537 3,074 

其他預付款項 3,343 3,663 
應收增值稅 2,556 2,631 

租金及其他按金 2,232 1,367 

其他 8,880 9,367 

     
 326,940 236,275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流動部分 323,403 233,201 

— 非流動部分 3,537 3,074 

     
 326,940 236,275 

     
貸款應收款項   

— 流動部分 912 2,500 

— 非流動部分 1,625 – 

     
貸款應收款項，淨額 2,537 2,50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329,477 238,775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所有應收貿易賬款須於㇐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本集團㇐般給予其客戶30日之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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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如下： 

 

於二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八年 

三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51,540 183,447 

31至60日 5,986 4,029 

61至90日 1,387 788 

91至180日 18,763 5,285 

超過180日 8,750 6,279 

     
應付貿易賬款 286,426 199,828 

應付薪金及員工福利 13,357 13,374 

應計費用 3,780 4,862 

其他 13,973 40,029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317,536 258,093 

     
   

12. 會計政策變動 

 

此附註解釋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對本集團簡明綜

合財務資料的影響，亦披露已自二零㇐八年四月㇐日起採納的新會計政策，而該等政策均有別於過往期間所應用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採納的影響 

 

誠如以下附註所解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般在並無重列比較資料下採納。新減值規則所產生的重新分類及調

整因而並無於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內重列，惟確認於二零㇐八年四月㇐日期初的綜合資產負債

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確認、分類及計量財務資產及金融負債、終止確認金融工具、

財務資產減值及對沖會計處理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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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八年四月㇐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導致會計政策變動，並對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內確認

的金額作出調整。新會計政策載於附註12(b)。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7.2.15)及(7.2.26)號的過渡性條文，並無

重列比較數字。 

 

（i）分類及計量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按公平值記入
其他全面收入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的期末結餘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6,242 – – 

將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記入其他全面收入 (6,242) 6,242 – 

       

於二零㇐八年四月㇐日的期初結餘 — 香港財務報告第9號 – 6,242 – 

       

 

本集團選擇於權益呈列先前分類為可供出售的兩項非上市股本基金的公平值變動，因為管理層無計劃於可見將來出售

有關投資。因此，公平值為6,242,000港元的資產已於二零㇐八年四月㇐日由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重新分類為按公平值

記入其他全面收入。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儲備605,000港元亦於二零㇐八年四月㇐日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入儲備。 

 

對於二零㇐八年四月㇐日的保留盈利並無影響。 

 

(ii)  財務資產之減值 
 

本集團只有㇐類財務資產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新預期信貸虧損模式所規限，即按攤銷成本列賬的財務資產。 

 

本集團須就該等資產類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其減值方法。減值方法的變動對本集團的保留盈利及權益

並無重大影響。 

 

儘管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亦須遵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減值規定，但已識別的減值虧損並不重大。 

就所有貿易應收款項而言，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簡化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使用全期預期虧損撥備）。

為計量預期信貸虧損，貿易應收款項已按分佔信貸風險特性及發票日期分組。 

 

就所有貿易應收款項而言，本集團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簡化方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並使用終身預期虧損撥

備。 為計量預期信貸虧損，貿易應收款項已根據共同信貸風險特徵及發票日期分類。  



-18-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下文闡述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本集團已更新的金融工具政策：  

 

投資及其他財務資產  

 

分類 

 

自二零㇐八年四月㇐日起，本集團按以下的計量類別將其財務資產分類： 

  

 其後按公平值計量（不論計入其他全面收入或計入損益）；及 

 按攤銷成本計量。 

 

分類取決於本集團管理財務資產的業務模式及現金流量的合約年期。 

 

就按公平值計量的資產而言，收益及虧損將於損益或其他全面收入列賬。就並非持作買賣的權益工具投資而言，將取

決於本集團是否於初始確認時作出不可撤回選擇，將權益投資以按公平值記入其他全面收入計量入賬。本集團於及僅

於其管理資產的業務模式變更時將債務投資重新分類。  

 

計量 
 

初始確認時，本集團的財務資產按公平值計量，倘屬並非按公平值記入損益的財務資產，另加收購該財務資產直接可

歸屬之交易成本。按公平值記入損益的財務資產之交易成本於損益支銷。 

 
債務證券 

 

債務證券的後續計量取決於本集團管理資產的業務模式及資產的現金流量特徵。倘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而持有的資產

的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及利息，則該等資產按攤銷成本計量。 

 

否則，彼等按公平值計量， 所有變動均計入損益。該等財務資產的利息收入使用實際利率法計入融資收入。終止確認

產生的任何收益或虧損直接於損益中確認，並與外匯差額於「其他（虧損）╱收益淨額」。於減值虧損綜合損益內以

單獨項目呈列。 

 

股本證券 

 

本集團其後按公平值計量所有股權投資。倘本集團管理層已選擇於其他全面收入呈列股權投資的公平值收益及虧損，

則於終止確認該投資後，公平值收益及虧損不再重新分類至綜合損益。當本集團收取付款的權利確立時，該投資的股

息繼續於綜合損益中確認。 
 

按公平值記入損益的財務資產的公平值變動於綜合損益（如適用）「其他（虧損）╱收益淨額」中確認。按公平值記

入其他全面收入計量的股權投資的減值虧損（及減值虧損撥回）不會與公平值的其他變動分開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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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值 
 

自二零㇐八年四月㇐日起，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允許的簡化方法，該方法規定預期使用年期虧損將

自初步確認應收款項起確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採納的影響 

 
本集團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 號時使用修改追溯法，即表示採納的累計影響（如有）於二零㇐八年四月㇐日在保

留盈利確認，且該比較資料不予重列。 

 

本集團主要從事電子產品及寵物相關產品研究及開發、製造與銷售業務。 

 

本集團有責任為質保期內的瑕疵產品提供退款。本集團使用累積經驗估計有關退款。因各個名產品流量大及價值低，

故產品的退貨金額並不重大。已確認累計收入之重大撥回極大可能不會發生。因此，概無就退貨確認退款負債。本集

團於各報告期末重新評估此假設之有效性及對退款金額的估計。 

 

本集團在履行有關合約方面並無產生成本（應予資本化），乃因彼等與合約直接有關、產生用於履行合約之資源及預

期將收回。 

 

本集團並無自己約定貨品轉讓予客戶至客戶付款之期限超過㇐年的任何合約。因此，本集團並無就貨幣時間價值調整

任何交易價格。 

 

因此，除對合約負債進行若干重新分類外，由於對產品銷售及租金收入的收入確認時間不變，故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5號並無對期內的溢利產生任何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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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初始應用日期（二零㇐八年四月㇐日）對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確認的金額作出如下調整： 
    
 
 
 
 

應付貿易賬款

及其他 

應付款項 合約負債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的期末結餘 —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 258,093 – 258,093 

將其他應付款項重新分類至合約負債 (27,282) 27,282 – 

       

於二零㇐八年四月㇐日的期初結餘 — 香港財務報告第15號 230,811 27,282 258,093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收入確認 
 

收入乃於本集團業務活動之正常過程中銷售貨物及服務時已收或應收代價之公平值。收入乃扣除增值稅、退貨及折扣

以及對銷本集團內銷售後列示。 

 

當產品的控制權轉移時（即貨品已交付予客戶，客戶對貨品有全權酌情權決定，且概無可影響客戶接納貨品的未履行

責任時），則確認為銷售。當產品運送到指定地點時交付即告完成。當客戶按照銷售合約接納產品， 或接納條款已失

效，或本集團有客觀證據證明所有接納標準均已達成時，產品陳舊過時及遺失之風險轉由客戶承擔。 

 

該等銷售的收入乃基於合約定明的價格，經扣除估計量折扣（如有）後確認。本公司利用累積的經驗採用預計估值法

估計及提供折扣，且收入僅於重大撥回極大可能不會產生時確認。直至報告期末，當預期向客戶應付有關銷售量的折

扣時確認退款負債（計入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由於銷售之信貸期符合市場慣例，故並不存在融資因素。

本集團於質保期內為瑕疵產品提供退款的責任被確認為撥備。 

 

當貨品交付時確認為應收款項，此乃代價成為無條件的時點， 原因是須經㇐段時間方會到期。  

 
合約負債 
 

產品交付前從若干客戶所收取的現金或銀行承兌票據確認為合約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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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回顧期內，中美貿易戰持續發酵，對整體營商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為應對潛在困難，部份業務夥伴採
取審慎策略，然而，信佳於過去積極尋找新機遇，並於期內開始為㇐名新客戶提供服務，帶動營業額
保持增⾧。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16.8%至863,000,000港元（二零㇐七╱㇐八年上半年：738,900,000港
元）。毛利為116,900,000港元（二零㇐七╱㇐八年上半年：116,800,000港元）。毛利率為13.5%（二零
㇐七╱㇐八年上半年：15.8%），跌幅主要由於新客戶之產品價值較高，但毛利率較本集團其他產品為
低所致。股東應佔溢利為31,600,000港元（二零㇐七╱㇐八年上半年：41,800,000港元）。純利率為3.6%
（二零㇐七╱㇐八年上半年：5.6%）。每股基本盈利為11.17港仙（二零㇐七╱㇐八年上半年：14.83港
仙）。 
 
業務回顧 
 
自上㇐個財政年度起，本集團將寵物業務分列為獨立業務，以更清晰反映本集團的發展方向及呈現兩
大業務的表現。有賴於本集團㇐直尋求多元化發展，積極開發各種創新產品，讓信佳保持業務平穩發
展。 
 
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業務為本集團提供穩定收益，期內銷售額為727,000,000港元（二零㇐七╱㇐八年上半年：
593,200,000港元），按年增加22.6%，佔總銷售額84.2%。 
 
在眾多產品中，專業音響器材的表現較佳，聽障電話收益則與去年同期相約，其他產品如智能卡及近
距離無線通訊產品，以及日本客戶的通訊產品等受市場環境拖累而錄得下跌。 
 
信佳近年投放資源將物聯網（「IoT」）科技融入不同產品，除了現有業務夥伴的認可，亦獲新客戶青
睞。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為㇐名美國新經濟客戶開發應用IoT科技的資產追蹤器，於期內為本集團提供收
益貢獻。雖然此產品毛利率較本集團平均為低，但我們認為其能豐富信佳IoT科技產品系列，為未來爭
取更多不同類型客戶奠下根基。管理層會在潛在機遇及維持合理毛利率水平之間取得平衡。 
 
寵物業務 
 
寵物業務自上個財年開始獨立分列，期內錄得銷售額136,000,000港元（二零㇐七╱㇐八年上半年：
145,800,000港元），佔總銷售額15.8%。銷售額下跌主要由於業務夥伴減少存貨，令寵物培訓器材的訂
單錄得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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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寵物糧食業務方面，本集團繼續加強推廣以提升自家寵物糧食品牌「爸媽寵」的品牌知名度，包括
積極參與國內外的寵物展。於八月在上海舉行的亞洲寵物展上，「爸媽寵」憑藉專為亞洲寵物體質度
身訂製的配方獲得消費者垂青，信佳在展會上推出別開生面的寵物減肥計劃套餐，預售反應熱烈。然
而，由於比利時發現禽流感個案，中國暫時停止比利時進口農產品，本集團產自比利時的寵物糧食亦
受到波及，因此期內寵物糧食業務有所放緩。 
 
除了寵物食物，本集團看到寵物保險乃另㇐片藍海，因此與合作夥伴於二零㇐八年九月推出㇐站式網
上寵物保險平台PetbleCare，以彌補市場缺口及類似產品的不足。市面上的寵物保險不但選擇少，而
且只覆蓋寵物醫療保險，而PetbleCare則涵蓋寵物醫療、意外、第三者責任及其他方面保險，為寵物
主人及愛寵提供全面保障。該平台與本集團現有寵物業務可發揮協同效應。信佳㇐直致力建立㇐個包
含線上及線下業務的全面寵物業務生態系統，期望網上寵物保險平台PetbleCare能為寵物生態系統帶
來裨益。 
 
展望 
 
展望下半年，整體市場觀望情緒濃厚。中美貿易戰陰霾下，不少客戶採取較審慎策略，以等待大環境
轉趨明朗。過去多年，信佳不管市況起伏，均能繼續推動本集團邁進。儘管前景充滿挑戰，管理層亦
會秉持㇐貫穩健作風，帶領本集團向前。 
 
早在今年八月，信佳已公布於越南設立廠房計劃，以舒緩貿易戰及內地成本上漲壓力。新廠房選址在
越南北寧省Dai Dong-Hoan Son工業園，佔地4,134平方米。項目初期投資約2,000萬港元兩條生產線將
於今年十二月投入運營。管理層認為越南乃設立新廠房的理想據點，因此決定把握當地的優惠稅率、
有競爭力的勞工成本、穩健的勞動市場及策略地理位置，令信佳有效分散風險。我們會與業務夥伴緊
密溝通，視乎需要調節越南生產規模。 
 
另㇐方面，比利時禽流感爆發令信佳自家寵物糧食品牌「爸媽寵」於回顧期內進口中國受到影響。疫
情現已告㇐段落，但仍有待中國政府部門放寬限制才能回復進口。是次雖為個別事件，信佳積極反應，
並已於紐西蘭找到另㇐生產商，相信分散生產來源有助避免同類情況於未來發生時對供應造成影響。
隨著「爸媽寵」恢復入口，本集團預期「爸媽寵」在下半年的銷售會好轉。 
 
原惠州廠房地皮方面，申請改作商住用途的手續仍在進行中。若有進㇐步發展，我們會向股東適時匯
報。縱然市況未明，本集團相信仍有不少機遇湧現，並會繼續留意有潛力的發展項目。加上本集團現
為淨現金公司，資金充裕，期望更能把握合適商機，為股東創造價值。管理層對本集團業務的⾧遠發
展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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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約為741,500,000港元（二零㇐八年三月三
十㇐日：690,300,000港元）及約為382,500,000港元（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329,300,000港元）。
於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流動資金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1.94倍，而於二零㇐八年三
月三十㇐日為2.10倍。 
 
本集團㇐般以內部產生資源及其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為業務經營提供資金。本集團所動
用銀行信貸包括循環銀行貸款、信託收據貸款、透支、租賃及定期貸款，主要按浮動利率計息。於二
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現金及銀行結餘於約114,900,000港元（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
165,100,000港元），現金及銀行結餘減少主要由於償還⾧期銀行貸款及就拓展电子及寵物相關業務的
營運現金流出。於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貸為46,500,000港元（二零㇐八年三月三十㇐
日：68,900,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按銀行借貸總額除以總權益計算）為6.6%（二零㇐八年三月三
十㇐日：9.4%）資產負債比率減少主要由於年內償還⾧期銀行貸款。於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能夠維持現金結餘淨額（按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減銀行借貸總額計算）為68,400,000港元（二零㇐八
年三月三十㇐日：96,200,000港元）。 
 
於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及負債總額分別為約1,094,200,000港元（二零㇐八年三月
三十㇐日：1,065,200,000港元）及385,300,000港元（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333,600,000港元）。於
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為約0.35倍，而於二零㇐八年三月
三十㇐日則為約0.31倍。 
 
本集團資產淨值由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的約731,6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的
709,000,000港元。減少主要是由於中國附屬公司的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導致全面虧損。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故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幣風險。本集團認為只
要美元與港元仍然掛鈎，則美元的外匯波動風險並不重大。 
 
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訂立數份外匯合約，以管理人民幣兌美元之貨幣匯兌風
險。所有該等外匯合約均用作管理用途，本集團亦恪守不純粹基於投機而訂立任何衍生工具合約之政
策。 
  

資產抵押 

 

於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其位於九龍灣億京中心B座22樓之辦公室單位，連同四個車位，
以取得銀行按揭貸款5,300,000港元（二零㇐八年三月三十㇐日：6,700,000港元），藉此撥付收購該辦
公室單位及該等車位所需資金。除上述按揭貸款外，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作為本集團獲授銀
行信貸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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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建築合約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無資本承擔（二零㇐八年三月三十
㇐日：1,800,000港元）。 

 

於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為取得銀行授予附屬公司借款而作出的公司擔保為46,500,000港元（二零㇐
八年三月三十㇐日：68,900,000港元），而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2,300名僱員，其中86名⾧駐香港及澳門，其餘主要⾧駐中國內
地。薪酬政策參考現行法例、市況及個人與公司表現定期作出檢討。除薪金及其他㇐般福利（如年假、
醫療保險及各類強制性退休金計劃）外，本集團亦提供教育資助津貼、酌情表現花紅及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 

 

除與守則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外，本公司於期內㇐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根據守則之守則條
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須有區分且不應由同㇐人擔任。截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本公司並
無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現時由吳自豪博士身兼兩職。董事會相信，由同㇐人兼任主席及行政總
裁之職位可貫徹本集團之強勢領導，發展及執行⾧遠業務策略。本集團將於日後定期檢討此安排是否
有效，並於其認為適當時考慮委任個別人士擔任行政總裁。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本公司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常規，並討論（其中包括）風險管理及內

部控制系統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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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向於二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八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6.0港仙（二零㇐七年：7.0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八年十二月二十㇐

日或之前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股東收取中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該日將不會辦理本公司任何股份過戶事宜。為符合資格獲發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

票及轉讓表格，須不遲於二零㇐八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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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理登記。 

 

於聯交所網站刊載中期業績 

 

上市規則規定之本公司所有財務及其他相關資料，將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suga.com.hk)刊載。中期報告將寄交股東，並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吳自豪 

 

香港，二零㇐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吳自豪博士、馬逢安先生及吳民卓博士；非執行董事李錦雄
先生及陸永青教授；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梁宇銘先生、陳杰宏先生及張念坤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