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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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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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2,685,662 2,474,009

銷售成本 (1,716,909) (1,592,644)
    

毛利 968,753 881,365

其他收入 2,151 2,145

利息收入 4,095 5,580

銷售、分銷及宣傳費用 (399,396) (358,914)

行政費用 (299,112) (278,105)

研究及開發費用 (71,041) (65,529)

財務成本 (12,094) (13,169)
    

除稅前溢利 193,356 173,373

稅項支出 4 (16,428) (14,737)
    

期內溢利 5 176,928 158,636
    

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107) (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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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值收益（虧損） 2,151 (13,914)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50,051) (14,328)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48,007) (33,67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28,921 124,960
    

期內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股東 177,033 158,693

 非控股性權益 (105) (57)
    

176,928 158,636
    

全面收入總額應佔份額：

 本公司股東 129,026 125,017

 非控股性權益 (105) (57)
    

128,921 124,960
    

每股盈利（美仙） 7

 基本 9.69 8.67

 攤薄 9.65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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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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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566,585 538,466

 租賃預付款項 31,505 32,441

 商譽 554,068 553,789

 無形資產 8 532,349 520,935

 於聯營公司應佔資產額 4,624 6,588

 可供出售投資 570 495

 衍生金融工具 10,544 10,544

 遞延稅項資產 163,835 146,064
    

1,864,080 1,809,322
    

流動資產

 存貨 1,341,391 1,190,331

 銷售賬款及其他應收賬 9 972,822 849,488

 訂金及預付款項 108,979 117,400

 應收票據 9 26,761 27,277

 可退回稅款 9,289 8,080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銷售賬款 10 2,470 2,681

 衍生金融工具 7,893 22,415

 持作買賣投資 974 1,116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743,838 774,608
    

3,214,417 2,993,396
    

流動負債

 採購賬款及其他應付賬 11 1,274,261 1,160,494

 應付票據 11 52,986 37,440

 保修撥備 79,908 75,193

 應繳稅項 135,616 110,353

 衍生金融工具 18,970 14,028

 融資租約之承擔 － 於一年內到期 2,265 2,153

 具追溯權之貼現票據 104,759 77,629

 無抵押借款 － 於一年內到期 12 567,252 588,341

 銀行透支 — 3,837
    

2,236,017 2,069,468
    

流動資產淨值 978,400 923,92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842,480 2,73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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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與儲備

 股本 13 647,534 647,109

 儲備 1,585,563 1,508,874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233,097 2,155,983

非控股性權益 (516) (411)
    

權益總額 2,232,581 2,155,572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之承擔 － 於一年後到期 10,187 10,402

 無抵押借款 － 於一年後到期 12 485,565 456,680

 退休福利責任 105,228 99,896

 遞延稅項負債 8,919 10,700
    

609,899 577,678
    

權益及非流動負債總額 2,842,480 2,73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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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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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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

為股份
獎勵計劃

持有之股份 匯兌儲備
僱員股份
補償儲備

界定福利
責任重新
計量儲備 對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應佔
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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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43,914 (2,441) (26,245) 3,954 (3,229) 19,075 1,332,125 1,967,153 (127) 1,967,026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158,693 158,693 (57) 158,636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 — — (5,434) — — (5,434) — (5,434)

採用對沖會計之外匯遠期合約之公平值虧損 — — — — — (13,914) — (13,914) — (13,914)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14,328) — — — — (14,328) — (14,328)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 — — (14,328) — (5,434) (13,914) — (33,676) — (33,676)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14,328) — (5,434) (13,914) 158,693 125,017 (57) 124,960
           
行使認股權按溢價發行股份 981 — — (192) — — — 789 — 789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1,273 — — — 1,273 — 1,273

末期股息—二零一四年 — — — — — — (44,799) (44,799) — (44,799)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44,895 (2,441) (40,573) 5,035 (8,663) 5,161 1,446,019 2,049,433 (184) 2,049,249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195,734 195,734 (227) 195,507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 — — 807 — — 807 — 807

採用對沖會計之外匯遠期合約之公平值虧損 — — — — — (16,830) — (16,830) — (16,830)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之遞延稅項負債 — — — — 1,823 — — 1,823 — 1,823

對沖儲備之遞延稅項負債 — — — — — 482 — 482 — 482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34,156) — — — — (34,156) — (34,156)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 — (34,156) — 2,630 (16,348) — (47,874) — (47,874)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34,156) — 2,630 (16,348) 195,734 147,860 (227) 147,633
           
行使認股權按溢價發行股份 2,214 — — (445) — — — 1,769 — 1,769

歸屬獎授股份 — 813 — (813) — — — — — —

股份獎勵計劃之股份 — (7,626) — — — — — (7,626) — (7,626)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2,273 — — — 2,273 — 2,273

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 — — — — — — (37,726) (37,726) — (37,726)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47,109 (9,254) (74,729) 6,050 (6,033) (11,187) 1,604,027 2,155,983 (411) 2,155,572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177,033 177,033 (105) 176,928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 — — (107) — — (107) — (107)

採用對沖會計之外匯遠期合約之公平值收益 — — — — — 2,151 — 2,151 — 2,151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50,051) — — — — (50,051) — (50,051)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 — (50,051) — (107) 2,151 — (48,007) — (48,007)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50,051) — (107) 2,151 177,033 129,026 (105) 128,921
           
行使認股權按溢價發行股份 425 — — (81) — — — 344 — 344

股份獎勵計劃之股份 — (789) — — — — — (789) — (789)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3,414 — — — 3,414 — 3,414

末期股息—二零一五年 — — — — — — (54,881) (54,881) — (54,881)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47,534 (10,043) (124,780) 9,383 (6,140) (9,036) 1,726,179 2,233,097 (516) 2,232,581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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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淨額 125,313 59,330

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127,588) (174,914)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20,728) 152,664
   

現金及現金等額（減少）增加淨額 (23,003) 37,080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額 770,771 687,776

匯率變動的影響 (3,930) (5,377)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額 743,838 719,479
   

現金及現金等額結餘的分析

可分為：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743,838 725,153

 銀行透支 — (5,674)
   

743,838 719,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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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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為比較資料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該等

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源於該等財務報表。其他與該等法定財務報表有關之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第 3部的要求遞交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予公

司註冊處。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該財務報告出具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並沒有包含核數師以強調方式而沒有對其報告作

出保留意見下所帶出的關注事項之參照；及並沒有載有根據公司條例第 406(2)條、第 407(2)或 (3)條下之聲明。

於本中期報表期間，並無注意到重大事件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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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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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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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之修訂本 披露倡議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第 38號之修訂本 可接受折舊及攤銷方法之澄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周期性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第 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之修訂本

投資實體：綜合入賬例外情況之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之修訂本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之會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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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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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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電動工具
地板護理
及器具 對銷 綜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營業額

 對外銷售 2,204,254 481,408 — 2,685,662
 分部間銷售 — 467 (467) —
     
分部營業額總計 2,204,254 481,875 (467) 2,685,662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電動工具

地板護理

及器具 對銷 綜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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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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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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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60 16,495 201,355 160,148 20,814 180,962
利息收入 4,095 5,580
財務成本 (12,094) (13,169)
        
除稅前溢利 193,356 173,373
稅項支出 (16,428) (14,737)
        
期內溢利 176,928 158,636
        

分部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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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執行董事作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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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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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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稅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現行稅項：

 香港 2,003 2,917
 海外稅項 31,893 15,410
遞延稅項 (17,468) (3,590)
   

16,428 1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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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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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88 43,751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179 185
 無形資產攤銷 42,097 36,546
   
 折舊及攤銷總額 91,264 80,482
   
 淨匯兌收益 (6,034) (5,835)
 員工成本 408,095 367,451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141 (52)
   

6. 股息
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向股東派發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每股 23.25港仙（約 2.99美仙）合計總額約 54,881,000

美元（二零一五年：每股 19.00港仙（約 2.45美仙）合計總額約 44,799,000美元）。

董事會決定向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九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20.00港仙（約 2.57美仙）合計總額

約 47,209,000美元（二零一五年：每股 16.00港仙（約 2.06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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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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177,033 158,693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27,745,438 1,829,912,665
潛在普通股產生之攤薄影響：

 認股權 6,408,796 7,426,563
 股份獎勵 839,723 406,156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34,993,957 1,837,745,384
   

8.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
期內，本集團分別動用約 81,00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7,000,000美元）及 54,000,000

美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9,000,000美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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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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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657 699,592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09,544 90,601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40,833 37,744
   
銷售賬款總額 948,034 827,937
其他應收賬 24,788 21,551
   

972,822 849,488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所有應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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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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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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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771 523,034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76,460 140,479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4,407 9,734
   
採購賬款總額 744,638 673,247
其他應付賬 529,623 487,247
   

1,274,261 1,160,494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所有應付票據賬齡為一百二十日內，到期日為一百二十日內。

12. 無抵押借款
 期內，本集團獲得新增銀行借款 817,000,000美元（二零一五年：1,25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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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000,000美元（二零一五年：1,078,000,000

美元）。

13.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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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736,941 1,831,346,941 647,109 643,914
 因行使認股權發行之股份 345,000 2,390,000 425 3,195
      
 於期末 1,834,081,941 1,833,736,941 647,534 64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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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或然負債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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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2 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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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部份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如何計量公平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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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值，及公平值計量所劃分之公平值級別

（第 1至 3級）之資料。

－ 第 1級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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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出之公平值計量；

－ 第 2級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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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負債而得出之公平值計量；及

－ 第 3級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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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值技術得出之公平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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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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續）

金融資產╱金融負債 於以下日期之公平值 公平值等級 估值技術及主要輸入數據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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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4,000美元

收購若干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權利：

10,54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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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宇之公平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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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3,000美元；

及負債－
18,970,000美元

資產－

22,415,000美元；
及負債－

13,368,000美元

第 2級 合約屆滿時所報之遠期匯率

 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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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000美元

非上市投資基金：

1,11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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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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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負債（非指定用於

對沖）－

 6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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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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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值相若。兩個期間內

第 1級與第 2級之間並無轉撥。

16. 資本承擔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有關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作出撥備 36,878 20,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