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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TRONIC INDUSTRIES CO. LTD. 

創 科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9） 

 

 

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期 間 之 業 績 公 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 要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營業額 3,431 2,882 +19.1 

  

毛利率 37.1% 36.6% +50 基點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 281 233 +20.7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255 204 +24.6 

  

每股盈利（美仙） 13.89 11.17 +24.4 

  

每股中期股息（約美仙） 4.89 3.57 +36.9 

 

• 內部自然增長締造了創新高的業績 

• 銷售額增長 19.1%及純利增加 24.6% 

• 毛利率連續第十個上半年度錄得增長，由 36.6%增加至 37.1% 

• MILWAUKEE 業務增長勢頭持續強勁，銷售額驕人增長 29.8% 

• RYOBI ONE+ 業務銷售額繼續錄得雙位數增長 

• 地板護理及器具業務的銷售額錄得雙位數增長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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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有限公司（「創科實業」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或「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一七年的比較數字。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 38.00 港仙（約 4.89 美仙）

（二零一七年：27.75 港仙（約 3.57 美仙））。中期股息將派發予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之股東。預期中期股息會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或前後派發。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內部增長締造創紀錄業績 

 

創科實業連續第九年在上半年錄得創紀錄收益及純利，乃由於我們不懈創新、營運持續改善、優秀

人才及強大品牌組合的戰略基礎。隨著我們繼續引領充電式革命，我們在鋰離子電池技術、先進系

統電子及無碳刷馬達方面的專業知識正在推動具有突破性創新的卓越產品。該策略令收益、毛利及

淨收入達到新的水平。上半年收益為 3,400,000,000 美元，比上一期增加 19.1％，而純利率則提高了

30 個基點。 憑藉在美國的六個製造設施，歐洲及亞洲各兩個設施，我們的業務在地域上已實現多

元化。此外，我們遍佈的創新中心及銷售網絡四大洲。我們的產品開發流程以超越市場步伐的速度

帶動創新解決方案，同時進一步提高了市場份額。創科實業的充電式技術及產品創新流程持續加快

從傳統電能系統（例如氣動式、交流電式及汽油驅動產品）的轉換，以及開闢新的細分市場，原因

是我們的技術進步得已讓我們能夠設計以往並不存在的新產品類別的應用。 

 

電動工具業務是我們領導充電革新高度集中策略，改變人們工作及生活方式的一個絕佳例子。持續

高於市場的增長一直是創科實業的標準，在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再一次達成，銷售額增長為 20.1%。 

MILWAUKEE 工業業務繼續領先，銷售額增長突出，達到 29.8%。 消費者電動工具及戶外園藝工

具業務的銷售額均以雙位數字增長，主要是由於 RYOBI ONE + 及 40V 充電式平台的擴展。地板護

理及器具分部的戰略方向的早期階段正在緩慢及令人鼓舞地取得進展，銷售額增長 12.9%。 

 

  



 3

 

 

由於不斷湧現的新產品及生產力帶來正收益，毛利率連續第十年取得改善。我們致力於在營運方面

精益求精，不斷提升精益製造、全球採購及供應鏈效率，通過消除浪費、降低成本及改善客戶服務

來幫助提高盈利能力。創科實業多元化及靈活的供應鍊網絡旨在迅速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動態。為

配合我們的未來，我們繼續進一步投資於領導發展計劃、終端用戶轉用、產品開發、產品經理、增

加銷售覆蓋範圍及地域擴張，研發支出增加 20 基點，由佔銷售額的 2.7%增加到 2.9%。該等些戰略

舉措正在帶來前所未有的內部增長，同時進一步提高毛利。通過不懈的執行，創科實業組織已帶動

收益增長 19.1%，同時將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增加 20.7%至 281,000,000 美元，並繼續按銷售額的

17.0% (去年上半年則為 19.1%)有效管理營運資金。股東應佔純利為 255,000,000 美元，較去年增加

24.6%，而每股基本盈利則增加 24.4%至 13.89 美仙。 

 

 

業務回顧 

 

電動工具、配件及手動工具 

 

電動工具是我們最大的業務分部，佔總銷售額 86.3%，上半年表現卓越，全球銷售額達 3,000,000,000

美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增長 20.1%。強勢增長得益於持續推出嶄新產品、擴大新產品類別(如充電

式剪草機)、提升穩固的客戶夥伴關係、增加新的分銷渠道、地域擴充以及專注終端用戶轉用。上半

年度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提升 20.7%。 

 

工業電動工具 

 

由於採取積極推出產品、工地解決方案團隊、不懈的運營改進以及我們的領導發展計劃等多方面措

施，Milwaukee 工業業務上半年的增長逾 29.8%成績驕人。 Milwaukee 一直處於充電革命的最前沿，

以在 M12 及 M18 電池平台上運作的優質產品為專業人士開發解決方案，同時亦針對特定縱向行業

進行突破性創新。 

 

電動工具 

 

Milwaukee 電動工具業務今年上半年表現超越市場，銷售額取得雙位數字增長，通過新品類擴充及

繼續進軍新市場，市場份額大幅增加。MILWAUKEE 擁有廣泛的 M12、M18 及 FUEL 產品系列，

仍然是以工業與專業用戶為對象增長最快、最具創意及領先的工具品牌。根據應用的不同，大多數

Milwaukee 充電式工具現在均優於並取代氣動式、交流電式電器及汽油驅動產品的競爭性動力系統，

從而加速充電革命。我們上半年的業績乃由 Milwaukee 推出一系列全新、同類中最佳的電動工具所

帶動，大幅擴闊了 M18 及 M12 電池平台上的電動工具產品範圍。MILWAUKEE 品牌不斷擴大的全

球影響力，從北美、歐洲、澳紐地區及亞洲各地目標地區市場的雙位數字增長可以獲得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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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產品開發過程旨針對電動、機械、管道設備、HVAC、基礎設施及裝修改造開發具實用價值

的產品並有系統地推出突破性新產品。M18 系統是以專業終端用戶為對象增長最快的充電系統，將

在年底前在單一電池平台上提供超過 165 項兼容工具及照明解決方案。憑著在年底前提供超過 95

項兼容工具及照明解決方案的 M12 充電式系統，Milwaukee 亦是全球輕型充電式工具領域的領導者。

業界最先進的高性能 FUEL 系列產品將在年底前達到 80 款工具。 M12 FUEL 及 M18 FUEL 產品系

列通過率先投入市場的創新產品繼續為業界帶來突破性發展，鞏固 Milwaukee 在舉足輕重的鑽孔及

緊固解決方案類別中的領導地位。Milwaukee 新產品週期十分穩健，在研產品盡是針對特定行業的

嶄新解決方案，例如擴展到照明、液壓及管道清潔工具。 

 

高輸出照明裝置 

 

Milwaukee 通過推行產品創新及利用已安裝 M12 及 M18 的用戶群，已有機地成為充電式高輸出照

明裝置類別的業界領導者。我們通過以區域及任務照明解決方案提供無與倫比多功能性的突破產品

重新定義照明市場的戰略方針，在核心終端用戶及分銷渠道中不斷搶佔龐大的市場份額。突破性的

產品，例如具有泛光模式的全新 M18 RADIUS 地燈，是市場上最全面的照明產品之一，提供 360

度的區域照明、集中泛光照明及全覆蓋照明。M18 RADIUS 地燈配備抗衝擊的聚碳酸酯透鏡，可防

止掉落，其泛光模式提供 2,200 流明的 TRUEVIEW 高清晰度燈光。 

 

配件 

 

MILWAUKEE 配件在上半年持續錄得雙位數字增長，達到創紀錄的銷售水平。取得上述成績是由於

大量終端用戶轉投到切割、鑽孔及灰塵收集應用。DUST TRAP 附件的開發旨在為治理施工現場的

粉塵提供獨特而經濟的解決方案，超越 OSHA 矽塵治理要求，使 Milwaukee 處於這個不斷增長的市

場環節的前沿。Milwaukee 還通過推出具鎢鋼齒的多種產品，對我們的 BiMetal 技術進行了重大升

級。用於 SDS 旋轉鎚鑽的 Milwaukee 混凝土鑽孔、取心及拆除配件系列不斷增加，促使終端用戶轉

用全面的 Milwaukee 配件系列。Milwaukee 仍致力於擴大 Shockwave Impact Rated 配件系列，並將

在下半年推出新的 Impact Rated Step 鑽頭，以滿足全球對充電式衝擊鑽的需求增長。 我們致力於通

過不斷投資突破性技術，並為我們的核心用戶面臨的日常問題開發創造性解決方案，成為電動工具

配件的領導者。 

 

手動工具及儲物箱 

 

Milwaukee 手動工具及儲物箱業務在上半年大幅增長，並主要著重我們創新的捲尺及 PACKOUT 模

組儲物箱系列。STUD 捲尺採用 EXO360 鋼片技術保護鋼片免受撕裂及磨損，徹底改變此類別的耐

久性標準，並提供市場上最耐用的捲尺鋼片。這款改變範式的產品擁有一個全面加固的機身，其抗

衝擊框架能夠承受下墜 80 英尺至夯實土的壓力。廣受歡迎的 PACKOUT 儲物系統繼續擴展，其配

備不顯眼的公文櫃、行李袋、平板車及新的安裝板，使用戶能夠將現有的 PACKOUT 產品裝置在服

務小型貨車、卡車及店舖牆壁。EMPIRE 的銷售額再次通過其戰略性市場計劃的實施取得強勁增長，

該計劃是通過為核心專業客戶提供持續不斷的創新佈局產品來改變分銷及用戶。ULTRAVIEW LED

及數字平水尺則隨著用戶轉向該等更佳的技術解決方案，業務成績繼續超過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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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及專業電動工具 

 

Ryobi DIY 電動工具 

 

Ryobi DIY 電動工具業務在上半年取得亮麗的兩位數字增長，並繼續成為其服務市場北美、西歐、

澳洲及紐西蘭的主導 DIY 品牌。在上半年，新產品的推出及積極的營銷計劃帶動市場份額增加，充

份發揮 RYOBI ONE +系統的總體覆蓋範圍，當中具備逾 120 款電動工具及戶外園藝工具，供用於家

居及工地周圍。自推出以來，RYOBI ONE +系統的兼容性未有變更，產生強大的網絡效果，讓現有

用戶進行升級及擴展，並讓新用戶放心加入系統。多款創新的嶄新產品繼續吸引新用戶採用有關系

統，這些突破性產品包括可用作定向鼓風機的 RYOBI ONE + 3 加侖濕/乾工程吸塵器、配備

QUIETDRIVE 的 Drywall 螺旋槍（QUIETDRIVE 是一種獨特的功能，可在與乾牆接觸時自動啟動發

動機），以及首款面向市場的可調色溫 LED 工作照明燈，提供最準確的工作區視野。 

 

期內，Ryobi 電動工具業務亦推出了一系列新型高性能鋰離子電池，採用先進的電子技術，可最大

限度地提高工具性能，並增加了所有 18 伏特 RYOBI ONE +工具的容量。新型電池系列可通過惠普

通信技術處理要求更高的應用，具有卓越的運行時間、功率及整體性能，可在所有應用中最大限度

地提高 RYOBI 高性能無刷工具的表現。 

 

專業電動工具 

 

我們的專業電動工具業務繼續貫徹其通過有針對性的分銷渠道為工地的高要求用戶帶來創新的充

電式產品。在全球範圍內，憑藉北美業務的強勁表現及新產品發佈，我們在上半年取得兩位數字的

增長。隨著近期推出功能強大的 AEG 無碳刷手持式除塵器及新型高性能 FORCE 9.0Ah 鋰電池，我

們擴展了 AEG 18V 系列。該平台現時有超過 50 款產品，且我們有多款在研的創新充電式產品將在

今年較後時間推出。 

 

 

戶外園藝工具 

 

戶外園藝工具上半年錄得非常良好的業績，全球增長率達到雙位數字。優異表現有賴於包括新產品

發佈執行、商品推銷推廣營銷的投資以及持續擴展電池平台產品在內的關鍵舉措。我們快速增長的

RYOBI ONE +及 RYOBI 40V 充電式業務繼續超越競爭對手，所有電池平台的市場份額均有所增長。

我們在 RYOBI ONE +系統中加入了新的戶外園藝工具，繼續利用 RYOBI ONE +電動工具的廣大用

戶滲透及已安裝有關工具的用戶群來取得協同效益。RYOBI ONE +上半年新推出的產品包括組合套

件、純工具、高性能無碳刷手提修草機、一款創新型鼓風機以及一款新剪草機。RYOBI 40V 電池計

劃持續取得成功，乃由創新的 20”無碳刷剪草機（一種自行驅動的 20”無碳刷剪草機）及附加電

池銷售額增加帶動。RYOBI 48V 乘坐式剪草機的銷量增加逾倍，該款剪草機充電一次可運行超過 2

小時及處理 2 英畝或接近 8,100 平方米的剪草工作。 

 

RYOBI 戶外園藝工具正在推動從汽油驅動產品至環保充電技術的革命，後者較安靜及較易使用。憑

藉我們先進的技術，RYOBI 充電式產品在性能上通常等同且在許多情況下甚至超越汽油驅動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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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護理及器具 

 

受充電式、擴展地毯清洗及清潔解決方案以及出售舊款產品增長 45.0%所帶動，地板護理及器具業

務取得 12.9%的整體銷售額增長。隨著我們正晉身為全球充電式產品的領導者，我們的充電式產品

在所有市場均取得了巨大的增長，同時擴充我們創新的充電式產品組合。我們樂見，在整個品牌組

合中採取振興地板護理業務的戰略，現正令銷售及營運表現取得改善。儘管營業利潤尚未達到我們

計劃的水平，但我們在管理營運資金、銷售舊款交流電式產品以及削減系統的非戰略成本方面取得

了進展。此項業務的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在上半年有所增長，且我們深信良好的業績勢頭將持續下

去。 

 

我們的北美地板護理業務由於持續實施從舊款交流電式平台轉型至充電式長桿吸塵機以及地毯清

洗及解決方案的戰略類別，在上半年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增長，我們的多款充電式長桿吸塵機為我們

主要零售客戶的暢銷產品。我們繼續專注於減少庫存及產品合理化，並取得重大進展，從而導致分

銷設施關閉及供應鏈簡化。隨著我們繼續推動增長及銷售舊款產品，我們將開始看到運作槓桿的好

處，這將於未來幾年轉化為改善的盈利。 

 

歐洲地板護理業務呈現穩健的增長，充電式產品是動力所在，而英國是表現最佳的市場。VAX｢Blade」

充電式長桿吸塵機佔上述增長的大部分，在整個地區均持續形成分銷及銷售動力。充電式產品以外，

地毯清洗類別在產品系列更新後迅速擴展，產品範圍較小而更集中。我們很高興能成功推出新款的

VAX｢Platinum Powermax Pro」，這是我們歷來最佳的地毯清洗劑及｢Platinum」地毯清洗方案。 

 

 

增長前瞻 

 

我們對我們的未來以及我們領先充電式平台、類別的增長軌跡及地域擴張感到非常振奮。隨著我們

積極投資核心業務，我們的增長勢頭持續加快。創科實業在手動工具及工具儲物箱方面的驚人增長

都是我們有能力將新類別擴大到核心產品以外的絕佳例子，且我們對旗下地板護理業務的長期前景

感到振奮。在創科實業，我們專注於我們可以控制的事情，例如產品開發、營銷及投資於我們的員

工。我們認為在我們的目標方向上，全球經濟前景非常光明。 

 

今年下半年，Milwaukee 將推出有史以來最強大的 M18 FUEL 系列產品。該等新產品是我們致力提

供提高生產力解決方案的明證，上述解決方案將動力、運行時間及性能三者完美結合。適用於所有

M18 FUEL™解決方案，上述所有工具都結合了三項獨家創新 -- POWERSTATE™無碳刷馬達、

REDLITHIUM™電池組及 REDLINK PLUS™智能 - 所有這些都經過特別重新設計，以提升功率及

性能。隨著我們的電池、電子產品、馬達及充電技術進一步改良，我們的 DIY 分部正在轉型，特別

是在草坪及園藝類別，超高功率、超長運行時間鋰電池供電發生重大變革，而我們的地板護理分部

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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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下半年及以後，顯然創科實業上下均以令人振奮的增長勢頭發展。由於我們領先的技術，我們

預計我們的充電式業務將繼續成為主要動力並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增長。創科實業的長期願景是通過

充電式產品的領導地位、出色的組織發展及在運營方面的卓越表現，建立無可爭議的競爭優勢。我

們深具信心旗下業務將在未來幾年繼續取得優異表現。 

 

 

最新發展 

 

自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起，並無發生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而須披露或評論的事件。 

 

 

財務回顧 

 

財務業績 

 

報告期內之營業額為 3,431,000,000 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9.1%。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 255,000,000

美元，去年同期為 204,000,000 美元，增長 24.6%。每股基本盈利為 13.89 美仙（二零一七年：11.17

美仙）。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 398,000,000 美元，較去年同期呈報之 333,000,000 美元增加

19.5%。 

 

除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為 281,000,000 美元，較去年同期呈報之 233,000,000 美元增加 20.7%。 

 

 

業績分析 

 

毛利率 

 

毛利率上升至 37.1%，去年同期為 36.6%。推出嶄新產品、調整產品組合、擴展產品類別、提升營

運效益及有效的供應鏈管理，均是毛利率上升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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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開支 

 

期內總經營開支為 996,000,000 美元，而去年同期為 826,000,000 美元，佔營業額 29.0%（二零一七

年：28.7%）。於回顧期間內，研發開支增加 20 個基點，由佔營業額之 2.7%增至 2.9%，以保持迅速

增長勢頭。除研發開支增加外，經營費用佔銷售額維持於 28.8%，與往年相若。 

 

期內淨利息開支為 5,000,000 美元，而去年同期為 9,000,000 美元，佔營業額的 0.2% （二零一七年：

0.3%）。淨利息開支因我們實施有效的財務資源管理而減少。利息支出倍數（即除利息、稅項、折

舊及攤銷前盈利佔利息總額之倍數）為 22.3 倍（二零一七年：26.6 倍）。 

 

期內實際稅率為 7.5%（二零一七年：8.5%）。本集團將繼續利用其全球營運，藉以進一步改善整體

稅務效益。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股東資金 

 

股東資金總額為 2,900,000,000 美元，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 6.1%。每股資產淨值為 1.59

美元，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1.49 美元增加 6.7%。 

 
財務狀況 

 

本集團繼續維持強勁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扣除期內已派發股息93,800,000美元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70,800,000美元）之後，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額共863,000,000美元（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64,000,000美元），其中美元佔45.6%、人民幣佔30.1%、歐元佔12.6%及

其他貨幣佔11.7%。 

 

本集團的淨負債比率即淨借貸總額（不包括不具追索權之讓售應收賬的銀行墊款）佔本公司股東應

佔權益之百分比改善至 1.8%，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則為 8.8%。負債比率改善乃由於嚴謹及專注

於營運資金管理，以及穩健之現金流所致。本集團仍有信心負債比率今後將會進一步改善。 

 

銀行借貸 

 

長期借貸佔債務總額 60.5%（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 66.5%）。 

 

本集團之主要借貸以美元計算。借貸主要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計算。由於本集團之業務收入主要以

美元計算，因而發揮自然對沖作用，故貨幣風險低。本集團之庫務部將繼續密切監察及管理貨幣和

利率風險，以及現金管理功能。 

 

至於銀行借款方面，固定利率債務佔債務總額的11.5%，其餘為浮動利率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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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 

 

總存貨為 1,578,000,000 美元，而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則為 1,415,000,000 美元。存貨周轉日維持

為 88 日。本集團將繼續專注存貨水平管理及改善存貨周轉期。 

 

應收賬款周轉日為 67 日，而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則為 69 日。若撇除不具追索權之讓售應收賬，

應收賬款周轉日為 63 日，而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則為 65 日。本集團對應收賬款的質素感到滿

意，並將持續地審慎管理信貸風險。 

 

應付賬款周轉日上升至 93 日，而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則為 87 日，比較二零一七全年計為 95 日。 

 

營運資金佔銷售額之百分比為 17.0%，去年同期為 19.1%。 

 

資本開支 

 

期內資本開支總額為 86,000,000 美元（二零一七年：72,000,000 美元）。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有關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作出撥備的資本承擔總額為

30,000,000 美元（二零一七年：28,000,000 美元）。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亦無資產負債表外之

承擔。 

 

抵押 

 

本集團之資產概無用作抵押或附有任何產權負擔。 

 

 

人力資源 

 

本集團於香港及海外聘用共 23,226 名僱員（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21,857 名僱員）。回顧期內，

員工成本總額為 514,000,000 美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465,000,000 美元。 

 

本集團認為人才對本集團之持續發展及盈利能力極為重要，並一直致力提升所有員工之質素、工作

能力及技術水平。各員工在本集團內獲提供與工作相關之培訓及領導發展計劃。本集團持續提供理

想薪酬，並根據本集團業績與個別員工之表現，向合資格員工酌情授予認股權、股份獎勵及發放花

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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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除董

事須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故彼等的委任並無特定任期。根據本公

司的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07(A)條，董事會內三分之一成員須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

任，倘合資格可膺選連任。 

 

本公司亦自發地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建議最佳常規，從而進一步提高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水平，

為本公司及股東整體謀求最佳利益。 
 

 

遵守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條文。

經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完全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相關準則。 

 

董事會亦已採納條款不較標準守則寬鬆之另一操守準則，適用於所有有關僱員之證券交易，因該有

關僱員可能掌握影響本公司股價之未發佈敏感資料（「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期內，本

公司並無發現任何違規事件。 

 

該標準守則及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ttigroup.com)。 

 

 

審閱賬目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以及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

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董事會確認其編製本集團賬目之責任。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於本期間介乎每股41.70港元至47.55港元之間回購合共3,050,000普通股。於該等已回購的股

份中，2,172,000股於本期間結算及註銷，878,000股於二零一八年七月結算及註銷。本公司就該等於

本期間註銷的回購股份支出共12,764,000美元已計入保留盈利。 

 

回購股份已被註銷，且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亦相應地減少。本公司於本期間回購股份，是董事根據

股東於上屆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的授權而進行，旨在提高本公司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使全

體股東受惠。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

司的任何已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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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六日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期間任何股份過戶概不生效。為符合獲派發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

須最遲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五日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 樓。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刊登於本公司網站(www.ttigroup.com)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網站

(www.hkexnews.hk)。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二零一八年度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

發予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刊發。 

 

承董事會命 

主席 

Horst Julius Pudwill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於本 公佈日 期， 董事會 包括 ：五 名集 團執行 董事 ，即 主席  Horst Julius Pudwill 先 生、副 主席  Stephan Horst        

Pudwill 先 生 、 行 政 總 裁  Joseph Galli Jr. 先 生 、  陳 建 華 先 生 及 陳 志 聰 先 生 ；  兩 名 非 執 行 董 事 ，                        
即鍾志平教授 金紫荊星章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及 Camille Jojo 先生；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Christopher Patrick            

Langley 先生 OBE、Manfred Kuhlmann 先生、Peter David Sullivan 先生、張定球先生及 Johannes-Gerhard Hesse 先生。 
 

本業績公佈刊登於本公司網站  (www.ttigroup.com)及「披露易」網站  (www.hkexnews.hk)。  

 

所有列出的商標，除 AEG 及 RYOBI 外，均為本集團所擁有。  
 
AEG 為 AB Electrolux (publ.)之註冊商標，採用該商標乃依據授出之使用權。  
 
RYOBI 為 Ryobi Limited 之註冊商標，採用該商標乃依據授出之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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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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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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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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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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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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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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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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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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交易及預付代價 

  －詮釋第 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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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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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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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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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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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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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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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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集團繼續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之對沖會計法。 

 

因此，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編製，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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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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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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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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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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個月預期信貸損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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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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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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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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借方有強大能力於短期滿

足其合約現金流量責任，及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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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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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利息

收入根據金融資產之攤銷成本計算。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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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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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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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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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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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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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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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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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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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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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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數目 

       

          每股股價  已付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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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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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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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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上市股本證券： 

3,000,000美元 

____________ 

5,265,000美元 

 

不適用 

 

 

不適用 

第2級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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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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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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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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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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