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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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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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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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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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之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二年之周期性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三年之周期性改進

於本中期報表期間採用以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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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按可申報及經營分部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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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879 516,130 — 2,474,009

 分部間銷售 — 542 (542) —
     

分部營業額總計 1,957,879 516,672 (542) 2,47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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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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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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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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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48 20,814 180,962 135,635 25,215 160,850

利息收入 5,580 7,953

財務成本 (13,169) (20,582)
        

除稅前溢利 173,373 148,221

稅項支出 (14,737) (12,599)
        

期內溢利 158,636 135,622
        

分部溢利即各分部未計利息收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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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營運決策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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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現行稅項：

 香港 2,917 3,219

 海外稅項 15,410 15,536

遞延稅項 (3,590) (6,156)
   

14,737 1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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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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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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51 37,341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185 186

 無形資產攤銷 36,546 30,149
   

 折舊及攤銷總額 80,482 67,676
   

 淨匯兌收益 (5,835) (7,665)

 員工成本 367,451 336,010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允值收益 (52) (93)
   

6. 股息
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向股東派發二零一四年末期股息每股 19.00港仙（約 2.45美仙）合計總額約 44,799,000美

元（二零一四年：每股 13.75港仙（約 1.77美仙）合計總額約 32,400,000美元）。

董事會決定向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16.00港仙（約 2.06美仙）合計總額約

37,726,000美元（二零一四年：每股 12.50港仙（約 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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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簿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158,693 136,274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29,912,665 1,830,205,875

潛在普通股產生之攤薄影響：

 認股權 7,426,563 8,003,462

 股份獎勵 406,156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37,745,384 1,838,209,337
   

8.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
期內，本集團分別動用約 67,00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4,000,000美元）及 49,000,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6,000,000美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本集團亦以代價 70,000,000美元收購了兩間持有香港境內租賃業權土地及樓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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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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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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賬齡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704,565 651,192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01,411 84,514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57,373 37,264
   

銷售賬款總額 863,349 772,970

其他應收賬 29,040 46,981
   

892,389 819,951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所有應收票據於一百二十日內到期。

10. 聯營公司銷售賬款
聯營公司銷售賬款賬齡為一百二十日內，到期日為一百二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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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賬齡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537,440 541,681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63,105 149,729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5,714 5,076
   

採購賬款總額 706,259 696,486

其他應付賬 439,098 439,044
   

1,145,357 1,135,530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所有應付票據於一百二十日內到期。

12. 無抵押借款
期內，本集團獲得新增銀行借款 1,253,00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1,524,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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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已償還現有銀行借款 1,078,000,000美元（二零一四年：1,318,00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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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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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0,000 2,400,0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期初 1,831,346,941 1,829,883,941 643,914 23,471

 因行使認股權發行之股份 710,000 2,328,000 981 1,408

 回購股份 — (865,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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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2,056,941 1,831,346,941 644,895 643,914
       

14. 或然負債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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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7 8,87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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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2015年中期報告

15. 金融工具公允值計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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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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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5,000美元

收購若干物業、

廠房及設備

的權利：

11,635,000美元

第 2級 於財政年度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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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97,000美元；

及負債：

6,792,000美元

資產：

39,666,000美元；

及負債：

9,552,000美元

第 2級 合約屆滿時所報之遠期匯率牌價。 不適用 不適用

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

  持作買賣投資之持作

  買賣非衍生金融資產

非上市投資基金：

1,207,000美元

非上市投資基金：

1,155,000美元

第 2級 由基金管理人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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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000美元

負債（非指定用

於對沖）：

1,94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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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資本承擔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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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7 9,077

 已批准但未訂約 3,705 2,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