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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

期之比較數字。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所

審閱。

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入 2 226,947,051 194,849,928
銷售成本 (187,314,478) (159,432,768)  

毛利 39,632,573 35,417,160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2,953,908 7,584,637
銷售及經銷成本 (17,088,068) (16,433,724)
行政費用 (14,392,769) (14,251,300)
其他費用 4 (2,654,010) (1,014,858)
融資成本 5 (649,836) (357,423)  

除稅前溢利 6 7,801,798 10,944,492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1,379,598 (1,517,223)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溢利 9,181,396 9,427,269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3.44港仙 3.53港仙
  

攤薄 3.44港仙 3.53港仙
  

中期股息之詳情於財務報表附註9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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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本期間溢利 9,181,396 9,427,269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以損益入賬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13,033 1,694,181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9,194,429 11,12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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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7,440,516 186,415,614
預付土地租賃款 13,194,534 13,350,738
可供出售金融投資 680,000 680,000
遞延稅項資產 434,200 434,200
預付租金 78,425 156,850  

非流動資產總計 201,827,675 201,037,402  

流動資產
存貨 55,653,294 52,823,362
衍生金融工具 12 – 3,153,07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758,596 15,878,797
應收賬項及票據 10 82,613,494 71,447,34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4,903,285 55,645,830  

流動資產總計 209,928,669 198,948,404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1 47,485,178 48,497,08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42,764,590 48,106,038
衍生金融工具 12 647,448 –
帶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9,661,865 29,112,005
應付股息 10,680,192 –
應繳稅項 7,255,923 9,122,965  

流動負債總計 148,495,196 134,838,093  

流動資產淨值 61,433,473 64,110,31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3,261,148 265,14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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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負債
帶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276,385 1,677,187
遞延稅項負債 8,503,908 8,503,908  

非流動負債總計 9,780,293 10,181,095  

資產淨值 253,480,855 254,966,618
  

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700,480 26,700,480
儲備 221,440,279 217,585,946
建議股息 5,340,096 10,680,192  

權益總額 253,480,855 254,96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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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繳入盈餘 資產重估儲備 匯兌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建議股息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26,700,480 50,856,881 660,651 45,305,876 12,670,075 108,092,463 10,680,192 254,966,618

本期間溢利 – – – – – 9,181,396 – 9,181,39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13,033 – – 13,033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13,033 9,181,396 – 9,194,429

與本公司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批准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 – – – – – – (10,680,192) (10,680,192)
宣派二零一四年中期股息 – – – – – (5,340,096) 5,340,096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6,700,480 50,856,881 660,651 45,305,876 12,683,108 111,933,763 5,340,096 253,480,85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26,700,480 50,856,881 660,651 35,680,643 9,088,858 98,087,526 10,680,192 231,755,231

本期間溢利 – – – – – 9,427,269 – 9,427,269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時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1,694,181 – – 1,694,181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1,694,181 9,427,269 – 11,121,450

與本公司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批准二零一二年末期股息 – – – – – – (10,680,192) (10,680,192)
宣派二零一三年中期股息 – – – – – (5,340,096) 5,340,096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26,700,480 50,856,881 660,651 35,680,643 10,783,039 102,174,699 5,340,096 232,196,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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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4,247,054) (506,82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6,656,249) (28,336,289)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0,149,058 16,006,55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淨額 (754,245) (12,836,558)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5,645,830 59,277,670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11,700 (19,574)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4,903,285 46,421,53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42,203,285 46,421,538
無抵押定期存款 12,700,000 –  

54,903,285 46,42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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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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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聯交
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而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惟以下

影響本集團及於本期間之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投資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呈報－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 披露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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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費

 －詮釋第21號

採納以上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之方式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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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

為有效管理，本集團按照彼等經營的產品及服務劃分為不同的分類業務，有以下三個分

類：

(a) 精密零部件類別包括製造及銷售精密零部件包括按鍵、合成橡膠及塑膠零部件及

液晶體顯示器；

(b) 電子消費品類別包括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消費品包括時計、天氣預計及其他產

品；及

(c) 總公司及其他類別包括集團長期投資及總公司的收入及支出項目。

管理層（主要決策者），獨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類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

評估之決策。分類表現乃根據可報告分類之業績（其為經調整由持續經營除稅前溢利╱

虧損之計量）予以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乃貫徹以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

計量，惟銀行利息收入及融資成本不包含於該計量。

分類業務之內部類別銷售及轉付乃參考銷售成本進行。

以往期間，在列報經營分類資料時，每一個別分類間的內部類別管理費均全數抵銷。本

期間，管理層重新評估內部類別管理費的分類，決定列報個別分類的總業績以反映溢利

或虧損及定期提供予主要決策者審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數字已經

重列以反映這實況。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9

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170,228,131 56,718,920 – 226,947,051
內部類別銷售 361,232 154,515 – 515,747
內部類別管理費 – – 2,460,000 2,460,000
其他收入及收益，

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 1,909,015 565,272 151,594 2,625,881    

172,498,378 57,438,707 2,611,594 232,548,679
調節：

內部類別銷售之抵銷 (515,747)
內部類別管理費之抵銷 (2,460,000) 

總分類收入 229,572,932
 

分類業績： 10,241,327 (1,478,433) (639,287) 8,123,607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328,027
融資成本 (649,836) 

除稅前溢利 7,801,798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841,613 1,816,805 1,439,036 7,097,454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14,834 – 41,370 156,204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346,227 303,573 – 1,649,800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763,200 241,010 – 1,004,210
資本開支

－添置 7,986,666 202,807 4,290 8,19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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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精密零部件 電子消費品 總部及其他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 139,427,330 55,422,598 – 194,849,928
內部類別銷售 145,784 149,760 – 295,544
內部類別管理費 – – 2,100,000 2,100,000
其他收入及收益，

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 4,425,809 277,165 2,759,218 7,462,192    

143,998,923 55,849,523 4,859,218 204,707,664
調節：

內部類別銷售之抵銷 (295,544)
內部類別管理費之抵銷 (2,100,000) 

總分類收入 202,312,120
 

分類業績： 6,872,237 2,974,210 1,333,023 11,179,470
調節：

銀行利息收入 122,445
融資成本 (357,423) 

除稅前溢利 10,944,492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775,754 1,689,949 1,000,998 6,466,701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13,026 – 41,370 154,396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收益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2,952,452 – – 2,952,452
資本開支

－添置 6,723,914 325,498 81,282 7,130,694
－添置－業務合併 9,522,904 – – 9,52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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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區資料

(a) 對外銷售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香港 32,017,170 33,731,959
中國大陸 34,743,493 17,434,655
日本及其他亞洲國家 29,525,324 29,306,870
北美洲 24,040,105 33,311,058
南美洲 13,451,283 10,650,580
歐洲 91,317,118 65,915,394
其他國家 1,852,558 4,499,412  

226,947,051 194,849,928
  

以上銷售收入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香港 48,330,684 49,509,858
中國大陸 152,361,199 150,377,583
其他國家 21,592 35,761  

200,713,475 199,923,202
  

以上非流動資產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但不包括可供出售金融投資及遞延稅項資

產。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客戶佔本集團總銷售多於10%。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9,500,000港元的收入，佔本集團總銷售多於
10%，乃來自精密零部件類別的一名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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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328,027 122,445
模具收入 109,535 68,71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317,712 –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收益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 2,952,452
匯兌差額，淨額 886,868 –
收購議價收益 – 2,758,413
其他 1,311,766 1,682,608  

2,953,908 7,584,637
  

4. 其他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649,800 –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004,210 –
匯兌差額，淨額 – 1,014,858  

2,654,010 1,01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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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576,548 267,099
融資租賃利息 73,288 90,324  

649,836 357,423
  

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滯銷存貨撥備╱（撥備撥回）* 149,604 (1,546,585)
折舊 7,097,454 6,282,951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156,204 154,396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 183,750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虧損╱（收益）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649,800 (2,952,452)
衍生金融工具已變現虧損

－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交易 1,004,210 –
匯兌差額，淨額 (886,868) 1,014,85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317,712) –

  

* 本期間之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及滯銷存貨撥備╱撥備撥回已分別包含在綜合利潤表之「銷售成

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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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集團：

本期－香港

本期間支出 470,000 100,000
撥備撥回 (1,009,261) –
往年超額撥備 – (140,130)

本期－香港境外

本期間支出 862,401 1,557,353
撥備撥回 (1,702,738) –  

本期間稅項（抵免）╱支出 (1,379,598) 1,517,223
  

香港利得稅已按本期間源自香港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一三年：16.5%）的稅
率撥備。源於香港境外應課稅溢利的稅項已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受管轄區域的常用稅率計

算。

8. 本公司擁有人所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額9,181,396港元（截至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427,269港元），及於本期間已發行加權平均普通股數
267,004,800股（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7,004,800股）計算。

因沒有具攤薄潛力的普通股，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每股基

本盈利與每股攤薄盈利相同。

9.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於本期間所佔並於報告期末後宣派：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
（二零一三年：2港仙） 5,340,096 5,340,096

  

於本期間批准以往年度所佔：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港仙
（二零一三年：4港仙） 10,680,192 10,68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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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項及票據

本集團與客戶買賣條款中，主要客戶都享有信用預提，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付款項。一

般發票需要在六十天內支付，優良客戶可享有六十至九十天信用預提。每名客戶均有信

用額度。本集團對未償還應收賬項有嚴緊控制及有信貸政策以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

層會對逾期應收款作經常審閱。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存在重大集中信貸風

險，為18.5%（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之結餘來自精密零部件類別的一
名客戶（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名客戶）之款項。應收賬項為免息。該結餘之

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項及票據按發票日期及減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77,101,933 68,396,055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5,317,166 3,003,877
一百八十天以上 194,395 47,408  

82,613,494 71,447,340
  

11. 應付賬項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項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九十天內 44,871,639 44,674,862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天 2,607,750 3,513,618
一百八十天以上 5,789 308,605  

47,485,178 48,497,085
  

應付賬項為免息及一般於六十至一百二十天到期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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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流動資產：

遠期貨幣合同 – 3,153,075
  

流動負債：

遠期貨幣合同 647,448 –
  

遠期貨幣合同之賬面值相當其公平價值。本集團分別簽訂一份6,423,742美元及三份
各7,250,000美元的美元（「美元」）兌人民幣（「人民幣」）的遠期貨幣合同（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三份分別為14,500,000美元、6,423,742美元及7,250,000美元的遠
期貨幣合同）。該等遠期貨幣合同之到期日分別為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二零一四

年十月十七日、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七日（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分別為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四年十月

十七日）。該等遠期貨幣合同之遠期匯率範圍由1美元兌6.1150人民幣至6.2269人民幣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1365人民幣至6.2320人民幣）。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該等遠期貨幣合同並不符合對沖會計法的標準。該等非對沖

貨幣之衍生工具的公平價值之變更虧損為1,649,800港元並已確認在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利潤表內（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為2,952,452
港元）。

以上遠期貨幣合同歸類為公平價值計量之第二級，而其公平價值會比較在相同銀行其於

報告期末，可觀察之遠期合同匯率及餘下合同到期日之遠期合同報價匯兌率而計量。

13. 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概無授

出任何購股權或於任何時間有購股權尚未行使、已失效、註銷或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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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提供予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4,340,905 4,321,45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249 10,453  

給予主要管理人員之總報酬 4,358,154 4,331,911
  

15.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尚未於財務報表計提撥備的或然負債包括本公司向銀行提

供給附屬公司之備用信貸擔保約為168,8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8,800,000港元）。

16. 財務報告之批准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批准及授權刊發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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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日（星期四）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二零
一三年：2港仙）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三）至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期間

（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內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戶登

記。為確保符合資格之股東獲派上述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

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

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16.5%至約
226,900,000港元，整體毛利額增加11.9%至約39,6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所
佔溢利約9,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400,000港元），
其中包括為控制國內工廠營運開支因人民幣升值影響而購買的衍生金融工具錄得虧

損約2,700,000港元及所得稅抵免包含的稅項撥備撥回約2,7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3.44港仙（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5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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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及未來計劃

今年上半年市場對產品的需求表現參差，客戶落單都趨向謹慎。因產品組合改變

及國內製造成本持續上升影響，本集團整體毛利率較去年同期下降0.7%至17.5%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2%）。生產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6.3%
至約89,500,000港元，是因營業額及製造成本上升所致。銷售及經銷成本增加
約700,000港元，而行政費用增加約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4.0%及
1.0%。融資成本上升約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81.8%。

精密零部件分類業務，由於主要客戶的訂單增加，去年收購的業務擴闊客戶基礎及

產生協同效應，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22.1%至約170,200,000港元。此分類業務之
經營業績比去年同期增加49.0%至約10,200,000港元，其中包括為控制國內工廠營
運開支因人民幣升值影響而購買的衍生金融工具錄得虧損約2,100,000港元。

電子消費品分類業務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2.3%至約56,700,000港元。因產
品組合之改變及國內生產成本上升之影響，此分類業務之經營業績錄得虧損約

1,500,000港元（去年同期錄得盈利約3,000,000港元），其中包括為控制國內工廠營
運開支因人民幣升值影響而購買的衍生金融工具錄得虧損約600,000港元。

因應市場人民幣匯率之變化，我們已經重新評估為控制營運開支因人民幣升值影響

而購買的衍生金融工具之政策。國內勞工持續短缺及成本不斷上升，本集團將繼續

投放資源研究生產自動化、添置新機器及改善生產效率以提高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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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其香港之主要往來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所提供

之銀行備用信貸作為其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借貸總額，包括銀行所有貸款、融

資租賃及進出口貸款約40,9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健康。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項目及定期存款之總額約54,9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貸款按浮動息率並以港元或美元結算為主，而名下之業務營運亦以該等貨

幣為主。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債項淨值除以總資本加淨負債之總和計算之負債率

為25.7%（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0%）。

本集團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並沒有銀行借貸是以本集團的資產作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除了本公司給予銀行有關附屬公司的備用信貸擔保外，

並無其他或然負債。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為267,004,800股普通股，而本集團
之總股東權益約253,500,000港元。

籌集資金

除了取得額外一般銀行備用信貸以支付本集團之貿易買賣要求外，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特別籌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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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僱員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共有約2,080名僱員，其中約59名駐香港、約5名駐
海外及約2,016名駐中國大陸。

本集團主要根據目前業內慣例及勞工法例釐定僱員酬金。本公司自一九九六年十二

月以來已實行一項購股權計劃，目的是提供獎勵及報酬予本集團僱員。

此外，本集團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於香港之所有僱員實施一項定額

供款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至於海外及中國大陸的僱員，本集團須要按照其當地政府

所營辦的中央公積金，以僱員薪金的若干百分比作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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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
定而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按董事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權益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之長倉：

所持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董事姓名 直接實益持有
全權信託
之創辦人 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之百分比#

     

賴培和 17,622,000 97,242,000* 114,864,000 43.02
陳友華 7,700,000 – 7,700,000 2.88

    

* 賴培和先生之其他權益詳載於下文之「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

短倉」。

# 百分比代表持有普通股╱擁有普通股權益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

已發行股份之數目。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之規定
而存置之本公司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各董事在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概無擁有任何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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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

間概無授予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藉收購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而

取得利益之權利，而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

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此等權利。

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概無授出任何購

股權或於任何時間有購股權尚未行使、已失效、註銷或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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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予存
置之權益登記冊所載，以下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長倉：

所持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名稱
直接

實益持有人
配偶或

未成年子女
信託之
受益人 總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陳玉蓮（附註a） – 17,622,000 97,242,000 114,864,000 43.02
Celaya (PTC) Limited（附註b） – – 97,242,000 97,242,000 36.42
Trident Corporate Services 

(B.V.I.) Limited（附註c） – – 97,242,000 97,242,000 36.42
賴耀鎮（附註d） 1,880,000 21,450,000 – 23,330,000 8.74
林蓮珠（附註d） 23,116,000 214,000 – 23,330,000 8.74

     

附註：

(a) 陳玉蓮女士為賴培和先生之配偶，因而被當作持有該等股份權益。

(b) Celaya (PTC) Limited以賴氏家族單位信託之受託人身份持有97,242,000股股份。賴氏家
族單位信託所有已發行單位由Trident Corporate Services (B.V.I.) Limited以賴氏家族信
託（一全權信託，而賴培和先生之配偶及子女乃全權信託受益人）之受託人身份持有。

(c) 此欄所指之股份與附註(b)所指之同一批股份有關。

(d) 林蓮珠女士為賴耀鎮先生之妻子，而賴耀鎮先生與賴培和先生則屬兄弟關係。林蓮珠女

士及賴耀鎮先生申報同一批股份之權益。

# 百分比代表持有普通股╱擁有普通股權益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

已發行股份之數目。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獲知會有任何人士（不包

括本公司董事之權益，載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短倉」）在本公司

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而須記錄於本公司
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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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本期間內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資料披露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及13.51(2)(g)條，本公司董事資料變動如下：

董事酬金－執行董事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酬金
退休福利
計劃供款 其他津貼 總酬金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賴培和 1,189,695 7,750 – 1,197,445
陳友華 974,155 – – 974,155    

2,163,850 7,750 – 2,171,600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賴培和 1,189,695 7,500 – 1,197,195
陳友華 974,155 – 4,199 978,354    

2,163,850 7,500 4,199 2,175,549
    

董事袍金－獨立非執行董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港元 港元   

孔蕃昌 159,780 152,148
梁文基 159,780 152,148
李沅鈞 159,780 152,148  

479,340 456,444
  



堅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

26

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除下述偏離者外，於中期報告所涵蓋的會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而且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未區分，並由賴培和先生擔任。由於董事會將定期舉行會

議，以考慮影響本公司營運之重大事宜，因此董事會認為此架構不會影響董事會與

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和授權失衡，並相信此架構能使本公司快速及有效制訂及

推行決策。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其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標準守

則。根據本公司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於整個期間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擁有一個按照上市規則第3.21條而設立的審核委員會，目的是對本集團財
務報表的流程和內部監控進行審閱和監督。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包括孔蕃昌先生、梁文基先生及李沅鈞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刊登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全部相關資料之本公司中期報告，將悉時刊登於香港交易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kpihl.com)。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賴培和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報告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賴培和先生及陳友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孔蕃昌先生、梁文基先生及李沅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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