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報告

致創科實業有限公司董事會

引言
本核數師已審閱載於第9至第20頁創科實業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貴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簡明綜合權益變

動表和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若干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的報告

須符合上述規則的有關條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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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貴公司

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和呈報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本核數師的責任為根據審閱的結果，對該等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作出結論。本報告乃按照雙方所協定的應聘書條款的規定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本核數師的結論，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

他目的。本核數師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本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工作。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進行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

小於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故不能令本核數師保證本核數師將知悉在審計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

核數師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本核數師的審閱結果，我們並無發現有任何事項導致我們相信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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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2,249,941 2,042,387

銷售成本 (1,463,108) (1,348,373)
    

毛利總額 786,833 694,014

其他收入 1,213 1,896

利息收入 7,953 5,334

銷售、分銷、宣傳及保修費用 (319,020) (278,624)

行政費用 (251,473) (227,272)

研究及開發費用 (56,703) (48,185)

財務成本 (20,582) (19,698)
    

除稅前溢利 148,221 127,465

稅項支出 4 (12,599) (10,197)
    

期內溢利 5 135,622 117,268
    

其他全面虧損：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5,059) (5,113)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外匯遠期合約對沖會計之公允值（虧損）收益 (15,892) 3,920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7,376) (4,902)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28,327) (6,09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07,295 111,173
    

期內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股東 136,274 117,564

 非控股性權益 (652) (296)
    

135,622 117,268
    

全面收入總額應佔份額：

 本公司股東 107,947 111,469

 非控股性權益 (652) (296)
    

107,295 111,173
    

每股盈利（美仙） 7

 基本 7.45 6.43

 攤薄 7.41 6.40
    

9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2014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及16 399,735 383,949

 租賃預付款項 35,296 36,364

 商譽 15 556,315 532,488

 無形資產 8 484,756 459,440

 於聯營公司應佔資產額 14,789 15,766

 可供出售投資 520 520

 衍生金融工具 11,741 12,647

 遞延稅項資產 85,341 79,064
    

1,588,493 1,520,238
    

流動資產

 存貨 1,024,771 884,230

 銷售賬款及其他應收賬 9 901,969 783,795

 訂金及預付款項 95,967 76,057

 應收票據 9 29,402 26,054

 可退回稅項 22,757 15,375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銷售賬款 2,828 2,590

 衍生金融工具 989 5,073

 持作買賣投資 1,093 1,000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655,681 698,147
    

2,735,457 2,492,321
    

流動負債

 採購賬款及其他應付賬 10 1,042,900 1,039,923

 應付票據 10 41,613 40,613

 保修撥備 56,364 52,628

 應繳稅項 78,462 50,197

 衍生金融工具 25,171 13,082

 融資租約之承擔 － 於一年內到期 1,032 977

 具追溯權之貼現票據 96,890 116,704

 無抵押借款 － 於一年內到期 11 662,068 454,624

 銀行透支 8,495 7,887
    

2,012,995 1,776,635
    

流動資產淨值 722,462 715,68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310,955 2,23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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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與儲備

 股本 12 642,520 23,471

 儲備 1,175,326 1,717,242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817,846 1,740,713

非控股性權益 4,071 4,723
    

權益總額 1,821,917 1,745,436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之承擔 － 於一年後到期 2,600 3,173

 無抵押借款 － 於一年後到期 11 373,179 374,744

 退休福利責任 107,016 106,296

 遞延稅項負債 6,243 6,275
    

489,038 490,488
    

權益及非流動負債總額 2,310,955 2,23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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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非控股性
本公司股東應佔 應佔權益          

應佔
資本 僱員股份 界定福利責任 附屬公司

股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匯兌儲備 補償儲備 重新計量儲備 對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資產淨值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3,461 613,090 183 1,119 3,213 7,174 (1,254) 901,891 1,548,877 7,645 1,556,522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 117,564 117,564 (296) 117,268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 — — — (5,113) — — (5,113) — (5,113)

採用對沖會計之外匯遠期合約

 之公允值收益 — — — — — — 3,920 — 3,920 — 3,920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 (4,902) — — — — (4,902) — (4,902)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 — — (4,902) — (5,113) 3,920 — (6,095) — (6,095)
            
本期間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 — (4,902) — (5,113) 3,920 117,564 111,469 (296) 111,173
            
行使認股權按溢價發行股份 48 4,156 — — (780) — — — 3,424 — 3,424

回購股份 (16) — 16 — — — — (2,429) (2,429) — (2,429)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 269 — — — 269 — 269

末期股息—二零一二年 — — — — — — — (25,330) (25,330) — (25,33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3,493 617,246 199 (3,783) 2,702 2,061 2,666 991,696 1,636,280 7,349 1,643,629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 132,720 132,720 (2,626) 130,094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 — — — (4,030) — — (4,030) — (4,030)

採用對沖會計之外匯遠期合約

 之公允值虧損 — — — — — — (3,819) — (3,819) — (3,819)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 4,162 — — — — 4,162 — 4,16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 — — 4,162 — (4,030) (3,819) — (3,687) — (3,687)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4,162 — (4,030) (3,819) 132,720 129,033 (2,626) 126,407
            
行使認股權按溢價發行股份 4 317 — — (60) — — — 261 — 261

回購股份 (26) — 26 — — — — (4,729) (4,729) — (4,729)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 97 — — — 97 — 97

已失效認股權 — — — — (6) — — 6 — — —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之遞延稅項負債 — — — — — 3,325 — — 3,325 — 3,325

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 — — — — — — — (23,554) (23,554) — (23,554)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3,471 617,563 225 379 2,733 1,356 (1,153) 1,096,139 1,740,713 4,723 1,745,436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 136,274 136,274 (652) 135,622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 — — — (5,059) — — (5,059) — (5,059)

採用對沖會計之外匯遠期合約

 之公允值虧損 — — — — — — (15,892) — (15,892) — (15,892)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 (7,376) — — — — (7,376) — (7,376)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 — — — (7,376) — (5,059) (15,892) — (28,327) — (28,327)
            
本期間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 — (7,376) — (5,059) (15,892) 136,274 107,947 (652) 107,295
            
行使認股權按溢價發行股份 14 1,247 — — (237) — — — 1,024 — 1,024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 562 — — — 562 — 562

末期股息—二零一三年 — — — — — — — (32,400) (32,400) — (32,400)

根據新香港《公司條例》廢除股份

 面值後轉撥（附註） 619,035 (618,810) (225) — — — — — —   —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42,520 — — (6,997) 3,058 (3,703) (17,045) 1,200,013 1,817,846 4,071 1,821,917
            

附註： 自新香港《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生效日期（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起，本公司的股份並無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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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淨額 (65,266) 83,912

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127,186) (87,026)

來自（用於）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153,477 (36,904)
   

現金及現金等額減少淨額 (38,975) (40,018)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額 690,260 610,561

匯率變動的影響 (4,099) (1,840)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額 647,186 568,703
   

現金及現金等額結餘的分析

可分為：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655,681 573,312

 銀行透支 (8,495) (4,609)
   

647,186 56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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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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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值計量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法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報表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與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相關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詮釋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本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 徵費

於本中期報表期間採用以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詮釋及修訂本對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或該等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的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按可申報及經營分部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地板護理

電動工具 及器具 對銷 綜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678,055 571,886 — 2,249,941

 分部間銷售 — 529 (529) —
     

分部營業額總計 1,678,055 572,415 (529) 2,24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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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地板護理

電動工具 及器具 對銷 綜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519,190 523,197 — 2,042,387

 分部間銷售 5,124 470 (5,594) —
     

分部營業額總計 1,524,314 523,667 (5,594) 2,042,387
     

分部間銷售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電動工具

地板護理

及器具 綜合 電動工具

地板護理

及器具 綜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業績 142,683 26,120 168,803 128,272 18,891 147,163

財務成本 (20,582) (19,698)
        

除稅前溢利 148,221 127,465

稅項支出 (12,599) (10,197)
        

期內溢利 135,622 117,268
        

分部溢利即各分部未計財務成本前賺取之溢利，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向本集團行政總裁作出報告之基準。

本集團並無披露按經營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之分析，原因是主要營運決策者並無定期獲得供其審閱之該等資料。

4. 稅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現行稅項：

 香港 3,219 1,231

 海外稅項 15,536 10,281

遞延稅項 (6,156) (1,315)
   

12,599 10,197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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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5.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攤銷 37,341 37,369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186 185

 無形資產攤銷 30,149 28,274
   

 折舊及攤銷總額 67,676 65,828
   

 匯兌收益 (7,665) (15,972)

 員工成本 336,010 289,708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允值（收益）虧損 (93) 1,993
   

6. 股息
已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向股東派發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每股 13.75港仙（約 1.77美仙）合計總額約 32,400,000美元

（二零一三年：每股10.75港仙（約1.38美仙））。

董事會決定向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2.50港仙（約1.61美仙）合計總額約

29,456,000美元（二零一三年：每股10.00港仙（約1.29美仙））。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136,274 117,564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30,205,875 1,829,371,737

潛在普通股產生之攤薄影響：

 認股權 8,003,462 7,132,521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38,209,337 1,836,504,258
   

8.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
期內，本集團分別動用約64,00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7,000,000美元）及46,000,000美元（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7,000,000美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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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銷售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應收票據
本集團之政策給予客戶之賒賬期介乎三十日至一百二十日。銷售賬款（已扣減呆賬撥備，並按收入確認日亦即發票日為基準

呈列）於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731,691 625,004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84,208 95,120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30,237 31,741
   

銷售賬款總額 846,136 751,865

其他應收賬 55,833 31,930
   

901,969 783,795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所有應收票據於一百二十日內到期。

10. 採購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應付票據
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採購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505,509 467,635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43,593 148,839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2,231 29,502
   

採購賬款總額 651,333 645,976

其他應付賬 391,567 393,947
   

1,042,900 1,039,923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所有應付票據於一百二十日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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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11. 無抵押借款
期內，本集團獲得新增銀行借款1,524,000,000美元（二零一三年：552,000,000美元），息率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歐洲

銀行同業拆息或香港最優惠利率為基準。本集團已償還現有銀行借款1,318,000,000美元（二零一三年：613,000,000美

元）。

12.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普通股

法定股本（附註） 2,400,000,000 2,400,000,000 不適用（附註） 30,769
       

附註： 根據自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起生效的新香港《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法定股本的概念不再存在，本公司的股份不再具有面值。該轉變對已發

行股份數目或任何股東的相對權利並無影響。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期初 1,829,883,941 1,829,080,941 23,471 23,461

 因行使認股權發行之股份 1,090,000 4,103,000 14 52

 回購股份 — (3,300,000) — (42)

 根據新香港《公司條例》廢除股份面值後

  股份溢價及資本贖回儲備之轉撥 — — 619,035 —
      

 於期末 1,830,973,941 1,829,883,941 642,520 23,471
       

13. 或然負債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就聯營公司所動用之信貸融資而向銀行提供之擔保 8,883 9,099
   

18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2014年中期報告



14. 金融工具公允值計量
按經常性基準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允值：

本集團部份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允值計量。下表提供如何計量公允值（特別是所使用之估值技術及輸入數

據），其輸入數據之可觀測程度以釐定該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允值，及公允值計量所劃分之公允值級別（第1至3級）

之資料。

－ 第1級公允值計量是按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上之報價（不作調整）而得出之公允值計量；

－ 第2級公允值計量是指不能採用第1級之市場報價，但可使用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由價格得出）可觀察之資產或負

債而得出之公允值計量；及

－ 第3級公允值計量是指以市場不可觀察之數據為依據，作資產或負債之相關輸入數據（不可觀察輸入數據），以估值技

術得出之公允值計量。

金融資產╱金融負債 於以下日期之公允值 公允值等級 估值技術及主要輸入數據

重大
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

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
與公允值
之關係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衍生金融工具之

  收購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權利
收購若干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

權利：

11,741,000美元

收購若干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

權利：

12,647,000美元

第2級 根據第三方獨立估值師之估值，按與收購權利

 相關的土地及樓宇之公允值計量。
不適用 不適用

2)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衍生金融工具之

  外匯遠期合約
資產：

989,000美元；

及負債：

22,543,000美元

資產：

5,073,000美元；
及負債：

9,880,000美元

第2級 合約屆滿時所報之遠期匯率牌價及根據屆滿時

 源自利率之收益曲線。
不適用 不適用

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可供出售投資之

  可供出售非衍生金融資產
非上市投資基金：

1,093,000美元

非上市投資基金：

1,000,000美元
第2級 根據投資基金之股票價格之報價。 不適用 不適用

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衍生金融工具之

  利率掉期
負債

（非指定用於對沖）：

2,628,000美元

負債

（非指定用於對沖）：

3,202,000美元

第2級 按預計未來現金流量之現值計量，並按所報利率

 產生之適用收益曲線貼現。
不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董事認為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按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兩個期間內第1

級與第2級之間並無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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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15. 收購業務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本集團以總代價約17,800,000美元自 Index Measuring Tape Co., Ltd（「Index」）收購若干資產及業務。

收購 Index業務旨在持續擴展本集團的電動工具業務。Index之業務為製造及銷售捲尺產品並歸入電動工具分部。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本集團以總代價約30,000,000美元自Empire Level Mfg. Corp.（「Empire」）收購若干資產、負債及業

務。收購Empire業務旨在持續擴展本集團的電動工具業務。Empire之業務為製造及銷售手動工具並歸入電動工具分部。

收購 Index及Empire業務所產生之無形資產9,700,000美元及商譽24,000,000美元各自源自於商標、專利、零售商及服務

關係以及新產品之協同效益與成本節約在電動工具分部中產生的預期盈利能力。

收購相關成本不大，已從轉讓之代價中剔除，並於本期間確認為開支。

購入之業務自各收購日期至報告日期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為本集團帶來營業額約6,743,000美元，令期內本集團

除稅前溢利減少約54,000美元。

儘管於年內進行收購之收購日期為報告期初，惟在收購前要獲取不同被收購方經營之各項數據乃不切實際，故收購業務之

收入及損益於本報告期間不會作出呈列。

16. 資本承擔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有關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已訂約但未作出撥備 12,920 17,613

 已批准但未訂約 6,140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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