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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報告

致創科實業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已審閱載於第 14至第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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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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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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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3,430,828 2,881,620

銷售成本 (2,157,198) (1,825,797)
    

毛利 1,273,630 1,055,823

其他收入 3,252 2,271

利息收入 13,156 3,561

銷售、分銷及宣傳費用 (522,233) (430,307)

行政費用 (374,791) (318,131)

研究及開發費用 (99,111) (77,181)

財務成本 (18,470) (12,653)
    

除稅前溢利 275,433 223,383

稅項支出 5 (20,657) (18,988)
    

期內溢利 6 254,776 204,395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已扣除相關所得稅）之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135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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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58 (30,082)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22,871) 31,99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18,022 1,72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72,798 206,117
    

期內溢利（虧損）應佔份額：

 本公司股東 254,737 204,433

 非控股性權益 39 (38)
    

254,776 204,395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應佔份額：

 本公司股東 272,759 206,155

 非控股性權益 39 (38)
    

272,798 206,117
    

每股盈利（美仙） 8

 基本 13.89 11.17

 攤薄 13.84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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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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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及 17 699,297 688,868

 租賃預付款項 30,145 30,836

 商譽 554,882 555,350

 無形資產 9 587,793 580,424

 於聯營公司應佔資產額 2,906 2,780

 可供出售投資 — 3,697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5,265 —

 衍生金融工具 9,558 9,558

 遞延稅項資產 85,416 92,939
    

1,975,262 1,964,452
    

流動資產
 存貨 1,577,696 1,467,420

 銷售賬款及其他應收賬 10 1,235,241 1,136,876

 訂金及預付款項 126,495 112,627

 應收票據 10 15,049 8,008

 可退回稅款 15,359 6,698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銷售賬款 11 1,380 2,790

 衍生金融工具 18,500 3,798

 持作買賣投資 — 32,293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45,488 —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863,127 863,515
    

3,898,335 3,634,025
    

流動負債
 採購賬款及其他應付賬 12 1,665,304 1,574,402

 應付票據 12 45,025 54,952

 保修撥備 99,204 97,268

 應繳稅項 22,663 23,912

 衍生金融工具 7,632 43,830

 融資租約之承擔 － 於一年內到期 2,921 2,895

 具追溯權之貼現票據 222,302 87,837

 無抵押借款 － 於一年內到期 13 201,170 260,342
    

2,266,221 2,145,438
    

流動資產淨值 1,632,114 1,488,58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607,376 3,45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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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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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654,604 653,918

 儲備 2,252,589 2,087,30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907,193 2,741,225

非控股性權益 (468) (507)
    

權益總額 2,906,725 2,740,718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之承擔 － 於一年後到期 7,352 8,722

 無抵押借款 － 於一年後到期 13 553,267 564,678

 退休福利責任 125,671 124,517

 遞延稅項負債 14,361 14,404
    

700,651 712,321
    

權益及非流動負債總額 3,607,376 3,45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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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本公司股東應佔
非控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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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49,214 (10,476) (156,729) 7,010 (13,096) 18,152 1,905,463 2,399,538 (606) 2,398,932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204,433 204,433 (38) 204,395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 — — (193) — — (193) — (193)
採用對沖會計之外匯遠期合約之公平值虧損 — — — — — (30,082) — (30,082) — (30,082)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31,997 — — — — 31,997 — 31,99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 — 31,997 — (193) (30,082) — 1,722 — 1,722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31,997 — (193) (30,082) 204,433 206,155 (38) 206,117
           
行使認股權按溢價發行股份 1,419 — — (277) — — — 1,142 — 1,142
回購股份 — — — — — — (5,388) (5,388) — (5,388)
歸屬獎勵股份 — 45 — (45) — — — — — —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1,898 — — — 1,898 — 1,898
末期股息－二零一六年 — — — — — — (70,778) (70,778) — (70,778)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50,633 (10,431) (124,732) 8,586 (13,289) (11,930) 2,033,730 2,532,567 (644) 2,531,923
           
本期間溢利 — — — — — — 265,992 265,992 137 266,129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 — — 2,217 — — 2,217 — 2,217
採用對沖會計之外匯遠期合約之公平值虧損 — — — — — (17,403) — (17,403) — (17,403)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之遞延稅項負債 — — — — (9,349) — — (9,349) — (9,349)
對沖儲備之遞延稅項負債 — — — — — 549 — 549 — 549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30,674 — — — — 30,674 — 30,674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 — 30,674 — (7,132) (16,854) — 6,688 — 6,688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30,674 — (7,132) (16,854) 265,992 272,680 137 272,817
           
行使認股權按溢價發行股份 3,285 — — (640) — — — 2,645 — 2,645
歸屬獎勵股份 — 3,325 — (3,325) — — — — — —
股份獎勵計劃之股份 — (3,455) — — — — — (3,455) — (3,455)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2,295 — — — 2,295 — 2,295
認股權失效 — — — (14) — — 14 — — —
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 — — — — — — (65,507) (65,507) — (65,507)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53,918 (10,561) (94,058) 6,902 (20,421) (28,784) 2,234,229 2,741,225 (507) 2,740,718
調整（附註：2.2.1） — — — — — — 1,570 1,570 — 1,570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653,918 (10,561) (94,058) 6,902 (20,421) (28,784) 2,235,799 2,742,795 (507) 2,742,288
           
本期間溢利 — — — — — — 254,737 254,737 39 254,776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 — — 135 — — 135 — 135
採用對沖會計之外匯遠期合約之公平值收益 — — — — — 40,758 — 40,758 — 40,758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 — (22,871) — — — — (22,871) — (22,871)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 — (22,871) — 135 40,758 — 18,022 — 18,022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22,871) — 135 40,758 254,737 272,759 39 272,798
           
行使認股權按溢價發行股份 686 — — (128) — — — 558 — 558
回購股份 — — — — — — (12,764) (12,764) — (12,764)
歸屬獎勵股份 — 637 — (637) — — — — — —
股份獎勵計劃之股份 — (4,674) — — — — — (4,674) — (4,674)
確認股本結算股份付款 — — — 2,346 — — — 2,346 — 2,346
認股權失效 — — — (6) — — 6 — — —
末期股息－二零一七年 — — — — — — (93,827) (93,827) — (93,827)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54,604 (14,598) (116,929) 8,477 (20,286) 11,974 2,383,951 2,907,193 (468) 2,90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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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利 275,433 223,383

調整：

 無形資產攤銷╱撇賬 55,134 47,116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182 17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2,962 54,933

 僱員股份付款 2,346 1,899

 外匯遠期合約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7,399) 7,266

 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收益 (6,647) —

 財務成本 18,470 12,653

 銷售賬款之減值虧損 7,955 12,353

 利息收入 (13,156) (3,56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447 3,486

 出售上市股本證券之虧損 (120) —

 銷售賬款之減值虧損撥回 (1,387) (621)

 存貨撇減 18,346 3,228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 417,566 362,309

存貨增加 (140,085) (112,315)

銷售賬款及其他應收賬、訂金及預付款項增加 (124,226) (188,116)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7,041) 5,402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銷售賬款減少 1,410 2,571

賬款及其他應付賬增加 96,749 64,609

應付票據減少 (9,927) (10,415)

保修撥備增加 3,388 2,837

退休福利責任增加 1,289 2,772

購買股份獎勵計劃股份之付款淨額 (4,673) —
   

經營所得現金 234,450 129,654

已付利息 (18,470) (12,653)

已付香港利得稅 (6,152) (2,621)

已付海外稅項 (18,214) (9,755)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191,614 10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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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活動
添置無形資產 (62,511) (65,977)

已收利息 13,156 3,561

出售上市股本證券所得款項 2,108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669 100

購買上市股本證券 (8,536)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85,407) (71,818)

向聯營公司墊款 (126) —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39,647) (134,134)
   

融資活動
具追溯權之貼現票據增加 134,465 10,739

已派股息 (93,827) (70,778)

取得新銀行貸款 1,140,933 1,088,744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558 1,142

償還銀行貸款 (1,211,517) (993,678)

償還融資租賃之承擔 (1,491) (1,667)

回購股份 (12,764) (5,388)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43,643) 29,114
   

現金及現金等額增加（減少）淨額 8,324 (395)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額 863,515 803,085

匯率變動之影響 (8,712) 13,247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額 863,127 815,937
   

現金及現金等額結餘之分析
可分為：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863,127 818,142

 銀行透支 — (2,205)
   

863,127 81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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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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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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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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要求遞交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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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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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因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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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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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且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性生效之

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來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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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及其相關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22號 外匯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之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之修訂本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同時一併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保險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之修訂本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至二零一六之周期年度改進的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之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已根據相關準則及修訂本之有關過渡條文應用，而所導致之會計政策、已

呈報金額及╱或披露之變動如下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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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1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改變
本集團於本中期報表期間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收

入、香港會計準則第 11號建造合約及相關詮釋。

本集團確認來自經銷電器及電子產品之收入。本集團已追溯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而初始採用該準則之累計影

響於初始採用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確認。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已選擇僅將準則追溯應

用於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尚未完成之合約。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會計政策之主要改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引入了五個步驟來確認收入：

‧ 步驟 1：確定與一個客戶的合約

‧ 步驟 2：確定合約內的履約義務

‧ 步驟 3：釐定交易價格

‧ 步驟 4：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合約內的履約義務

‧ 步驟 5：當本集團符合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當（或於）本集團符合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即當貨品或服務按特定的履約義務轉

移並由客戶「控制」時。

履約義務指不同的商品及服務（或一組商品或服務）或不同的商品及大致相同的服務。

控制權隨時間轉移，而倘滿足以下其中一項標準，則收入乃參照完全滿足相關履約義務的進展情況而隨時間確認：

‧ 客戶同時收取及耗用由本集團履約所帶來的利益；

‧ 本集團履約導致創建及提升於本集團履約時由客戶控制的資產；或

‧ 本集團履約並無產生對本集團有替代用途的資產，且本集團可享有強制執行權，以收回至今已履約部分的款

項。

否則，收入於客戶獲得明確商品或服務的控制權時確認。

合約資產指本集團已轉讓予客戶而未成為無條件的換取貨品或服務的代價的權利。合約資產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9號評估減值。相反，應收款項代表本集團的代價的無條件權利，即代價僅隨時間推移即會成為到期應付。

合約負債指本集團向客戶轉讓本集團已收取代價的貨品或服務的責任（或應自客戶收取代價金額）。

擔保

本集團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7號撥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確定擔保，除非擔保在除了保證產品符合協定的規格外為客

戶提供了一項服務（即服務型擔保）。



22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2018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2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改變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及相關的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相應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9號引入新要求：1）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2）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損失（「預期信貸損失」）及 3）一般對沖

會計法。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所載的過渡條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即是將分類及計量規定（包括減值）

追溯應用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初次應用日期）尚未取消確認的工具，且並無將該等規定應用於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已取消確認的工具。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面值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賬面值之間的差額於期初保留溢

利及其他權益的其他組成部分中確認，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本集團繼續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對沖會計處理。

因此，由於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編製，故若干比較資料可能無法比較。

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所產生之銷售賬款初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計量。

所有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範圍內的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包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按成本減減值計量的非報價股本投資。

符合下列條件之債務工具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

‧ 於一個商業模式內持有金融資產，而其持有金融資產的目的是為了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

‧ 金融資產合約條款引致於指定日期之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和未償還之本金利息。

符合下列條件之債務工具其後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計量：

‧ 金融資產按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而持有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而持有；及

‧ 金融資產合約條款引致於指定日期之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和未償還之本金利息。

所有其他金融資產其後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計量，在初始應用確認金融資產之日，例外的情況

為倘該等股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用途及收購方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業務合併所適用之業務合併中確認的或然代價，

則本集團可能會不可撤銷地選擇於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中呈列股本投資公平值變動。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不符合按攤銷成本或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或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計量的準則的金融資產按公平值於

損益列賬計量。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按各報告期末的公平值計量，任何公平值收益或虧損於損益中確認。於損益中確認的損

益淨額包括該金融資產所賺取的任何股息或利息。

本公司董事根據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存在的事實及情況，審閱及評估本集團截至當日的金融資產。本集團金融資產

的分類及計量變動及其影響於附註 2.2.1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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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2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改變（續）

預期信貸損失模式下的減值

本集團就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須予減值的金融資產（包括銷售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應收票據、應收一家聯營公司

銷售賬款及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的預期信貸損失確認虧損撥備。預期信貸損失的金額於各報告日期更新，以反映信貸

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的變動。

存續期間預期信貸損失指於相關工具於預計存續期間內所有可能違約事件產生的預期信貸損失。相反，12個月預期信

貸損失（「十二個月預期信貸損失」）指預計於報告日期後十二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產生的部分存續期間預期信貸損

失。評估乃根據本集團過往信貸虧損經驗，並就債務人特定因素、一般經濟狀況以及對於報告日期之當時狀況及未來狀

況預測的評估作調整。

本集團一直就銷售賬款確認存續期間預期信貸損失而並無重大融資部分。該等資產的預期信貸損失對於結餘重大之應收

款項進行個別評估及╱或使用具有適當分組的提列矩陣而進行集體評估。

對於所有其他工具，本集團計量的虧損準備等於十二個月預期信貸損失，除非自初始確認後信貸風險顯著增加，本集團

確認存續期間預期信貸損失。是否應確認存續期間預期信貸損失的評估乃基於自初始確認以來發生違約之可能性或風險

的顯著增加。

信貸風險顯著增加

於評估自初始確認後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本集團將於報告日期金融工具發生之違約風險與初始確認日起金融工具

發生之違約風險進行比較。在進行該評估時，本集團會考慮合理且可支持的定量和定性資料，包括無需付出不必要的成

本或努力而可得之歷史經驗及前瞻性資料。

特別是，在評估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會考慮以下資料：

‧ 金融工具的外部（如有）或內部信貸評級的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 外部市場信貸風險指標的顯著惡化，如信貸利差大幅增加，債務人的信貸違約掉期價格；

‧ 預計會導致債務人償還債務能力大幅下降的業務、財務或經濟狀況的現有或預測的不利變化；

‧ 債務人經營業績的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 導致債務人償還債務能力大幅下降的債務人監管、經濟或技術環境的實際或預期的重大不利變化。

不論上述評估之結果如何，本集團認為，當合約付款逾期超過三十天，則自初始確認以來信貸風險已顯著增加，除非本

集團有合理且可支持之資料證明。

儘管存在上述情況，倘債務工具於報告日期展示為具有低信貸風險，本集團假設債務工具的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起並無

大幅增加。倘 i）其違約風險偏低，i i）借方有強大能力於短期滿足其合約現金流量責任，及 i i i）較長期的經濟及業務狀況存

在不利變動，惟將未必削弱借方達成其合約現金流量責任的能力，則債務工具的信貸風險會被釐定為偏低。當債務工具

的內部或外部信貸評級為「投資級別」（按照全球理解的釋義），則本集團會視該債務工具的信貸風險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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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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2.2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改變（續）

預期信貸損失模式下的減值（續）

信貸風險顯著增加（續）

本集團認為，倘工具逾期超過九十天時則發生違約，除非本集團有合理且可支持之資料證明更滯後的違約標準屬更合適。

預期信貸損失之計量及確認

預期信貸損失之計量為違約概率、違約虧損（即違約時虧損大小）及違約時風險敞口之函數。違約概率及違約虧損之評估

乃基於歷史數據按前瞻性資料作調整。

一般而言，預期信貸損失為根據合約應付本集團至所有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收取之所有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按初

始確認時釐定之有效利率貼現）。

利息收入乃根據金融資產之賬面總額計算，除非金融資產發生信貸減值，在此情況下，利息收入根據金融資產之攤銷成

本計算。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日，本公司董事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之規定，使用無需付出不必要成本或能力而可得之合理且

可支持的資料審閱及評估本集團現有的財務資產是否存在減值。有關採納並無導致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金融資產出

現任何額外減值。

2.2.1 初步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產生的影響概要

下表顯示受預期信貸損失影響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及其他項目於初步採用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 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進行的分類及計量（包括減值）。

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的原有

計量類別

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的新計量類別

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的原有

賬面值

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的

公平值重新計量

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的
新賬面值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1. 銷售賬款及其他應收賬 貸款及應收款項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1,136,876 不適用 1,136,876

2. 應收票據 貸款及應收款項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8,008 不適用 8,008

3.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銷售賬款 貸款及應收款項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2,790 不適用 2,790

4. 其他金融資產（附註）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 3,697 1,570 5,267

5. 上市股本證券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 32,293 不適用 32,293

6. 銀行結餘、存款及現金 貸款及應收款項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863,515 不適用 863,515

附註：

於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當日，本集團的其他金融資產 3,697,000美元自可供出售投資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的金融資

產。有關該等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收益 1,570,000美元先前按成本扣除減值列賬，調整至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及於二零一八年一月

一日的保留溢利。

除上述者外，於本中期報表期間應用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列的已呈報金額及

╱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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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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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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營業額

 對外銷售 2,962,123 468,705 — 3,430,828
 分部間銷售 — 727 (727) —
     

分部營業額總計 2,962,123 469,432 (727) 3,430,828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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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營業額

 對外銷售 2,466,589 415,031 — 2,881,620

 分部間銷售 — 991 (991) —
     

分部營業額總計 2,466,589 416,022 (991) 2,88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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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地板護理 地板護理

電動工具 及器具 綜合 電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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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176 571 280,747 232,113 362 232,475

利息收入 13,156 3,561

財務成本 (18,470) (12,653)
        

除稅前溢利 275,433 223,383

稅項支出 (20,657) (18,988)
        

期內溢利 254,776 20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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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本集團營業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貨品 3,422,054 2,863,308

 佣金及特許使用權收入 8,774 18,312
   

3,430,828 2,881,620
   

貨品銷售之營業額於某個時點確認。佣金及特許使用權收入於一段時間內確認。

以下為本集團按地域（根據客戶所在地區釐定）劃分之本集團外界客戶之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北美洲 2,599,475 2,200,727

歐洲 554,785 446,241

其他國家 276,568 234,652
   

3,430,828 2,881,620
   

5. 稅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現行稅項：

 香港稅項 (754) (2,821)

 海外稅項 (13,385) 8,561

遞延稅項 (6,518) (24,728)
   

(20,657) (1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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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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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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62 54,933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182 174

 無形資產攤銷 53,956 45,298
   

 折舊及攤銷總額 117,100 100,405
   

 淨匯兌虧損 509 5,285

 員工成本 514,050 464,697

 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收益 (6,647) —
   

7. 股息
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向股東派發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每股 39.75港仙（約 5.12美

仙）合計總額約 93,827,000美元（二零一七年：每股 30.00港仙（約 3.86美仙）合計總額約 70,778,000美元）。

董事會決定向於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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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港仙（約 4.89美仙）合計總額約

89,663,000美元（二零一七年：每股 27.75港仙（約 3.57美仙）合計總額約 65,507,000美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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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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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737 204,433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33,993,305 1,829,895,206

潛在普通股產生之攤薄影響：

 認股權 6,028,096 5,141,103

 股份獎勵 410,094 719,597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40,431,495 1,835,755,906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因認股權之行使價較每股平均市場價格為高，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

若干尚未行使的認股權。

9.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
期內，本集團分別動用約 86,00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2,000,000美元）及 63,000,000美元（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6,000,000美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28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2018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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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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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710 753,407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259,010 276,964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81,179 75,834
   

銷售賬款總額 1,202,899 1,106,205

其他應收賬 32,342 30,671
   

1,235,241 1,136,876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所有應收票據於一百二十日內到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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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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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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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557 629,355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210,424 171,577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12,658 7,719
   

採購賬款總額 946,639 808,651

其他應付賬 718,665 765,751
   

1,665,304 1,574,402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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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無抵押借款
期內，本集團獲得新增銀行借款 1,141,0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1,089,000,000美元），息率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本集團

亦已償還現有銀行借款 1,212,000,000美元（二零一七年：994,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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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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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5,021,941 1,833,896,941 653,918 649,214

 因行使認股權發行之股份 525,000 2,625,000 686 4,704

 回購股份 (2,172,000) (1,500,000) — —
      

 於期末 1,833,374,941 1,835,021,941 654,604 653,918
      

於期內，本公司透過聯交所註銷其本身股份如下：

每股股價 已付代價
普通股數目 最高 最低 總額

註銷月份 港元 港元 千美元
     

二零一八年三月 1,000,000 46.25 45.00 5,911
二零一八年五月 500,000 45.35 44.75 2,906
二零一八年六月 672,000 47.55 43.85 3,947
     

2,172,000 12,764
     

回購股份已付代價約 12,764,000美元於保留溢利扣除。

15. 或然負債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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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9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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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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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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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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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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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8,000美元

收購若干物業、廠房及

設備的權利：

9,55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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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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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0,000美元；

及負債－
7,632,000美元

資產－

3,798,000美元；
及負債－

43,830,000美元

第 2級 貼現現金流量

未來現金流量乃根據遠期匯率（自報

告期末可觀察遠期匯率）及合約匯

率（按反映各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的

貼現率貼現）而估計。

3) 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
 持作買賣投資之上市股本證券

上市股票：
45,488,000美元

上市股票：

32,293,000美元
第 1級 由活躍市場之報價。

4) 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的其他金融資產

會所債券：
2,265,000美元

不適用 第 2級 公平值乃經參考類似情況下同類交易

之近期交易價之市場憑證後達致。

非上市股本證券：
3,000,000美元

不適用 第 3級 公平值乃經參考在私人市場認購投資

股份的近期每股購買價後達致。
 

5,26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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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期間內不同等級

之間並無轉撥。

17. 資本承擔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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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72 21,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