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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金鐘道89 號
力寶中心 1 座 9 樓
電話：(852) 2260 0300
傳真：(852) 2790 3996

網址
www.computime.com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SMP Partners (Cayman) Limited
Royal Bank House – 3rd Floor,
24 Shedden Road, P.O. Box 1586,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 號
合和中心
17 樓1712 至1716號舖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法律顧問
凱易律師事務所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三菱東京UFJ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20

執行董事
歐陽和先生（主席）
Owyang King博士（行政總裁）
區慶麟先生（副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甘志超先生
Arvind Amratlal Patel先生
王俊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陸觀豪先生
施維德先生
張正樑先生

根據上市規則的法定代表
歐陽和先生
Owyang King博士

執行委員會
歐陽和先生（主席）
Owyang King博士
區慶麟先生

審核委員會
陸觀豪先生（主席）
施維德先生
甘志超先生
Arvind Amratlal Patel先生
張正樑先生

薪酬委員會
施維德先生（主席）
歐陽和先生
陸觀豪先生
張正樑先生

提名委員會
歐陽和先生（主席）
陸觀豪先生
施維德先生

公司秘書
蘇嘉敏女士

投資者關係
香港金鐘道89 號
力寶中心 1 座 9 樓
電郵：ir@compu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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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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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金寶通」）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上半年」或「本期間」）的未經審核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4 1,911,786 1,707,600
銷售成本 (1,631,758) (1,473,874)

  

毛利 280,028 233,726
其他收入 2,894 14,136
銷售及分銷開支 (64,091) (47,599)
行政開支 (144,081) (130,163)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386 (10,368)
融資成本 5 (8,274) (4,83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29 830

  

除稅前溢利 6 67,191 55,727
所得稅開支 7 (13,570) (13,657)

  

本期間溢利 53,621 42,070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53,622 42,073
非控股權益 (1) (3) 

  

53,621 42,070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 6.41港仙 5.04港仙

  

攤薄後 6.34港仙 5.00港仙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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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53,621 42,070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於其後期間將其他全面收益╱（開支）重新分類至損益：
現金流對沖：
本期間產生之對沖工具公平值變動的有效部份 (10,778) 7,414
將虧損╱（收益）重新分類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之調整 18,333 (2,370)

  

7,555 5,044
換算海外業務的外匯差額 14,129 (20,89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開支）（扣除稅項） 21,684 (15,84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75,305 26,224
  

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75,306 26,227
非控股權益 (1) (3)

  

75,305 26,22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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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06,305 170,966
商譽 36,420 36,420
會所債券 705 705
無形資產 113,796 106,80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6,343 6,277
可供出售投資 – –
預付款項及按金 3,272 3,338

  

非流動資產總額 366,841 324,507
  

流動資產
存貨 859,139 627,068
應收貿易賬款 11 551,467 602,63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6,872 51,294
可收回稅項 5,041 5,041
衍生金融工具 12,018 19,15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54,402 771,920

  

流動資產總額 2,228,939 2,077,11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2 773,098 729,58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98,687 115,004
附息銀行借款 333,559 264,877
欠非控股股東款項 160 160
應付股息 62,981 –
衍生金融工具 18,025 –
應付稅項 27,564 26,854

  

流動負債總額 1,314,074 1,136,475
  

流動資產淨額 914,865 940,63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待續） 1,281,706 1,26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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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續） 1,281,706 1,265,14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4,389 13,189

  

資產淨值 1,267,317 1,251,956
  

權益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83,974 83,642
儲備 1,182,569 1,167,539

  

1,266,543 1,251,181
非控股權益 774 775

  

權益總額 1,267,317 1,251,956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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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有者應佔 
已發行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購股權
儲備 對沖儲備

外匯波動
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83,642 391,947 1,879 11,400 1,720 11,541 749,052 1,251,181 775 1,251,956
本期間溢利 – – – – – – 53,622 53,622 (1) 53,621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現金流量對沖（扣除稅項） – – – – 7,555 – – 7,555 – 7,555
換算海外業務的外匯差額 – – – – – 14,129 – 14,129 – 14,129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7,555 14,129 53,622 75,306 (1) 75,305
因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股份 332 2,987 – (1,062) – – – 2,257 – 2,257
以股本結算的購股權安排 – – – 780 – – – 780 – 780
購股權被沒收時轉撥購股權儲備 – – – (376) – – 376 – – –
已宣派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 – – – – – – (62,981) (62,981) – (62,981)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3,974 394,934 1,879 10,742 9,275 25,670 740,069 1,266,543 774 1,267,317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83,393 389,711 1,879 9,426 3,389 26,906 671,115 1,185,819 790 1,186,609
本期間溢利 – – – – – – 42,073 42,073 (3) 42,07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現金流量對沖（扣除稅項） – – – – 5,044 – – 5,044 – 5,044
換算海外業務的外匯差額 – – – – – (20,890) – (20,890) – (20,890)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5,044 (20,890) 42,073 26,227 (3) 26,224
因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股份 249 2,236 – (792) – – – 1,693 – 1,693
以股本結算的購股權安排 – – – 300 – – – 300 – 300
已宣派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 – – – – – – (48,512) (48,512) – (48,512)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3,642 391,947 1,879 8,934 8,433 6,016 664,676 1,165,527 787 1,166,314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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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3,597) 41,809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84,847) (52,916)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62,667 (8,03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25,777) (19,143)
於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71,920 544,427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淨額 8,259 (8,371)

  

於期終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54,402 516,91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690,994 395,803
購入時原來到期日少於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63,408 121,110

  

754,402 516,913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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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法例三，經綜合及
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註冊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主要營業地點則位於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1座9樓。

本集團主要從事研究及開發、設計、生產及買賣電子控制裝置產品。

2.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除於本期間內採納下文附註2.2所載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外，編製中
期財務報表時採納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開
始的財政年度生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週期的年度改進項目

對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所編製及呈列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
影響。

3. 收益
收益指銷售貨品的發票淨值（扣除退貨與貿易折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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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組成各業務單位。管理層會分開監察其經營分部的業
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方面作出決定。分部表現乃根據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計量的可呈報
分部溢利作評估。

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 電器控制裝置 工商業控制裝置 總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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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779,137 621,507 749,332 822,312 383,317 263,781 1,911,786 1,707,600
        

分部業績 90,492 82,587 15,689 16,055 19,920 11,557 126,101 110,199
      

銀行利息收入 1,228 1,718

其他收入（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 1,666 12,418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53,859) (64,603)

融資成本 (8,274) (4,83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329 830 – – – – 329 830
  

除稅前溢利 67,191 55,727

所得稅開支 (13,570) (13,657)
  

本期間溢利 53,621 4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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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經營分部資料（續）

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 電器控制裝置 工商業控制裝置 總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662,823 625,741 592,741 513,032 268,508 200,481 1,524,072 1,339,254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6,343 6,277 – – – – 6,343 6,277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065,365 1,056,089  

資產總額 2,595,780 2,401,620  

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8,274 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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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1,626,341 1,457,480
折舊 21,819 18,505
無形資產攤銷# 24,852 25,942
將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5,417 16,394
銀行利息收入 (1,228) (1,718)
外匯差額淨額### (2,878) 4,652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 1,850 5,483

  

# 本期間無形資產攤銷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行政開支」內。

## 將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銷售成本」內。

### 外匯差額淨額以及應收貿易賬款減值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內。

本期間其他經營開支淨額包括應收Fagor Electrodomesticos Sociedad Cooperativa、
FagorBrandt SAS及Fagor Mastercook S.A.貿易賬款金額為1,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3,300,000港元）的減值。詳情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披露（財
務報表附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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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所得稅開支
於本期間，香港利得稅就於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六年：16.5%）作出
預提。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當時適用的稅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3,826 7,880
即期－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 8,544 5,662
遞延 1,200 115

  

本期間總稅項支出 13,570 13,657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並無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內（二零一六年：無）。

8. 股息
本集團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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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本期間溢利53,62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42,073,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836,620,000股（截至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34,515,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本期間溢利53,62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42,073,000港元）計算。用於計算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845,171,000股（截至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40,830,000股）為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誠如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所用者）及視作行使全部潛在攤薄普通股為普通股而假設無償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對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36,620,000 834,515,000
本期間內視作行使全部已發行的攤薄購股權
而假設無償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551,000 6,315,000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45,171,000 840,830,000
  

10. 主要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本集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約54,57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24,56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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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方式與其客戶訂立貿易條款。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介乎一至三個月。本集
團對其客戶及未償還應收賬款實行嚴格信貸控制，從而降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會對逾期結
餘作定期審閱。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總額的15.5%（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2.8%）及
48.0%（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51.2%）分別來自本集團最大客戶及五名最大客戶。本集團並
無就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或其他信貸改善措施。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

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結算日按到期付款日並經扣除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及一個月內 511,971 551,522
一至兩個月 9,928 14,746
兩至三個月 7,511 11,119
超過三個月 22,057 25,249

  

551,467 602,636
  

應收貿易賬款內包括聯營公司結欠款項23,154,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7,370,000
港元），該款項與本集團提供予主要客戶的信貸條款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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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於報告結算日按到期付款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及一個月內 640,521 604,173
一至兩個月 88,197 110,709
兩至三個月 16,460 4,132
超過三個月 27,920 10,566

  

773,098 729,580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一般付款期介乎一至三個月。

13.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的目的是對本集團的業務成功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給予獎勵與回報。本
公司購股權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董事（包括執行、非執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僱
員、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顧問、諮詢人、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代理人、客戶、業
務夥伴、合營業務夥伴、發起人或服務供應商。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二零零六年計劃」）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
日到期。除非根據二零零六年計劃註銷或失效外，根據二零零六年計劃授出之尚未行使的購
股權仍可行使。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四日，本公司採納一項新的購股權計劃（「二零一六年計
劃」）。除非經註銷或終止，該計劃將自該日起十年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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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購股權計劃（續）
下表載列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根據二零零六年計劃授出的購股權
詳情及變動：

參與者類別

於
二零一七年
四月一日

於本期間
行使

於本期間
失效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授出購股權日期 行使購股權期間

購股權歸屬╱
將予歸屬日期

每股
行使價

本公司股份
於授出日期
的價格

港元 港元          

高級管理人員及
其他僱員總計

202,000 – (202,000) – 二零零七年
九月二十七日

由二零零八年
八月三十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八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八月三十一日

1.75 1.75

202,000 – (202,000) – 二零零七年
九月二十七日

由二零零九年
八月三十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八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八月三十一日

1.75 1.75

202,000 – (202,000) – 二零零七年
九月二十七日

由二零一零年
八月三十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八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八月三十一日

1.75 1.75

240,000 – – 240,000 二零一五年
十月二十二日

由二零一六年
十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五年
十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月二十二日

1.24 1.24

240,000 – – 240,000 二零一五年
十月二十二日

由二零一七年
十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五年
十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月二十二日

1.24 1.24

320,000 – – 320,000 二零一五年
十月二十二日

由二零一八年
十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五年
十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十月二十二日

1.24 1.24

240,000 – – 240,000 二零一六年
四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一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六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

1.174 1.13

360,000 – – 360,000 二零一六年
四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一八年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六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八年
四月二十八日

1.174 1.13

440,000 – – 440,000 二零一六年
四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一九年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六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九年
四月二十八日

1.174 1.13

160,000 – – 160,000 二零一六年
四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六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八日

1.174 1.13

    

2,606,000 – (606,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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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參與者類別

於
二零一七年
四月一日

於本期間
行使

於本期間
失效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授出購股權日期 行使購股權期間

購股權歸屬╱
將予歸屬日期

每股
行使價

本公司股份
於授出日期
的價格

港元 港元          

董事
Owyang King博士 2,400,000 – – 2,400,000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三十日
由二零一一年
四月三十日至
二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四月三十日

1.05 1.05

2,400,000 – – 2,400,000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三十日

由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至
二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二年
四月三十日

1.05 1.05

3,200,000 – – 3,200,000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三十日

由二零一三年
四月三十日至
二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三年
四月三十日

1.05 1.05

2,400,000 – – 2,400,000 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0.79 0.79

2,400,000 – – 2,400,000 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一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

0.79 0.79

3,200,000 – – 3,200,000 二零一一年
六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0.79 0.79

1,200,000 – – 1,200,000 二零一二年
八月六日

由二零一四年
八月六日至
二零二二年
八月五日

二零一四年
八月六日

0.375 0.375

1,600,000 – – 1,600,000 二零一二年
八月六日

由二零一五年
八月六日至
二零二二年
八月五日

二零一五年
八月六日

0.375 0.375

1,600,000 – – 1,600,000 二零一六年
四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一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六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

1.174 1.13

1,600,000 – – 1,600,000 二零一六年
四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一八年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六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八年
四月二十八日

1.174 1.13

1,600,000 – – 1,600,000 二零一六年
四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一九年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六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九年
四月二十八日

1.174 1.13

1,600,000 – – 1,600,000 二零一六年
四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六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八日

1.174 1.13

1,600,000 – – 1,600,000 二零一六年
四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二一年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六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二一年
四月二十八日

1.174 1.13

    
26,800,000 – – 26,800,000    

13. 購股權計劃（續）
下表載列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根據二零零六年計劃授出的購股權
詳情及變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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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參與者類別

於
二零一七年
四月一日

於本期間
行使

於本期間
失效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授出購股權日期 行使購股權期間

購股權歸屬╱
將予歸屬日期

每股
行使價

本公司股份
於授出日期
的價格

港元 港元          

董事（續）
區慶麟先生 3,320,000 (3,320,000) – – 二零一四年

七月四日
由二零一七年
七月四日至
二零二四年
七月三日

二零一七年
七月四日

0.68 0.68

    

3,320,000 (3,320,000) – –    

董事類別小計 30,120,000 (3,320,000) – 26,800,000    

總計 32,726,000 (3,320,000) (606,000) 28,800,000
    

附註：

1.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一名董事行使根據二零零六年計劃授予的3,320,000份購股權。緊接購股權
獲行使日期前，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八日的加權平均收市價為1.25港元。

2.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根據二零零六年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獲註銷。

3. 根據二零零六年計劃所授出購股權歸屬期為自授出日期起至行使期開始日止。

13. 購股權計劃（續）
下表載列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根據二零零六年計劃授出的購股權
詳情及變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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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購股權計劃（續）
下表載列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根據二零一六年計劃授出的購股權
詳情及變動：

參與者類別

於
二零一七年
四月一日

於本期間
授出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授出購股權日期 行使購股權期間

購股權歸屬╱
將予歸屬日期

每股
行使價

本公司股份
於授出日期
的價格

港元 港元         

董事
Owyang King博士 – 200,000 200,000 二零一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七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八日

1.04 1.04

– 200,000 200,000 二零一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二一年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七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二一年
四月二十八日

1.04 1.04

– 1,600,000 1,600,000 二零一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

由二零二二年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二七年
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二二年
四月二十八日

1.04 1.04

   

– 2,000,000 2,000,000   

區慶麟先生 – 1,245,000 1,245,000 二零一七年
八月二十二日

由二零一八年
八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七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八月二十二日

1.65 1.65

– 1,245,000 1,245,000 二零一七年
八月二十二日

由二零一九年
八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七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八月二十二日

1.65 1.65

– 1,660,000 1,660,000 二零一七年
八月二十二日

由二零二零年
八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二七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八月二十二日

1.65 1.65

   

– 4,150,000 4,150,000   

總計 – 6,150,000 6,150,000   

附註：

1.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根據二零一六年計劃，兩名董事獲授予
6,150,000份購股權。緊接該等授出日期前，本公司股份的收市價分別為每股1.03港元及1.67港元。於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授予董事的購股權的公允價值為4,041,000港元。本集團於截至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購股權開支78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00,000港元）。

2.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根據二零一六年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註銷或失效。

3. 根據二零一六年計劃所授出購股權歸屬期為自授出日期起至行使期開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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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購股權計劃（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二零一六年計劃授出以股本結算的購股權公允價值
乃於授出日期採用三項式模式估計，並已計及授出購股權所依據的條款及條件。下表載列模式
所採用的輸入數據：

於二零一七年
四月二十八日

授予

於二零一七年
八月二十二日

授予
   

行使價（港元） 1.04 1.65
於授出日期的股價（港元） 1.04 1.65
股息收益率(%) 5.58 4.55
預期波幅(%) 60.23 59.81
無風險利率(%) 2.160 2.000
預期購股權年期（年） 10 10

購股權預計年期乃以約定年期為依歸，未必完全反映可能出現的行使形式。預期波幅是假設未
來趨勢會根據過往波幅而行，然而實際結果亦未必如此。

14. 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主要就購置廠房及機器有已訂約但未撥備的資本承擔
4,782,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3,20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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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有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章節所載的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於本期間內有以下重大有
關連人士交易。

(a)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曾與一有關連人士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製成品予聯營公司 33,729 35,097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報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23,778 20,562
離職後福利 75 81
以股本結算的購股權開支 780 300

  

24,633 20,943
  

16. 批准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批准並授權刊發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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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首六個月期間，金寶通繼續錄
得強勁增長勢頭，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的
1,707,600,000港元增加12.0%至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上半年的1,911,800,000港元，而純利由二零一七
財政年度上半年的42,100,000港元增加27.5%至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上半年的53,600,000港元。於二零
一八財政年度上半年末，本公司繼續維持健康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水平，餘額為754,400,000港
元。

本期間，金寶通於較高利潤業務繼續成功錄得增長，工商業控制裝置及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分部之
收入分別錄得同比增長45.3%及25.4%，分別上升至383,300,000港元及779,100,000港元。本期間利潤
較低之電器控制裝置分部之收入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減少8.9%至749,300,000港元。

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上半年的毛利率改善至14.6%，而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為13.7%。本期間毛利
為280,0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的233,700,000港元增加19.8%。毛利率有所改善乃
主要由於利潤較高業務的組合有所改善，以及持續實施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和改進經營效率，包括
進一步實行工廠自動化。

總經營開支（銷售及分銷開支及行政開支之總額）由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的177,800,000港元增加
17.1%至本期間的208,2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公司持續於歐盟及北美市場建立銷售及市場推廣的
團隊，相關成本（包括廣告及推廣成本及員工成本）因此上升，另外研發、運輸及關稅的開支亦有所
增加。

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上半年的存貨增加37.0%至859,1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本期間若干重要電子元件
的供應嚴重短缺所致。為應對此情況，本公司已購入較平常數量水平為高的原材料，以便在一旦可
取得部分該等重要元件時，能更靈活地及時完成若干產品的生產並滿足客戶訂單。本公司的SALUS
品牌產品亦為存貨增加作出貢獻，此與供暖產品庫存的季節性模式相乎，乃由於銷售季節的高峰期
於冬季正式展開。

雖然本期間對存貨作出大額投資，但本集團成功透過保理融資從部分重大客戶的應收賬款中加快收
取現金，以抵銷部份投放於存貨的現金支出，因此現金流仍然持續強勁。淨營運資金週期由二零
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的69天改善至本期間的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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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
本公司於本期間在較高利潤的工商業控制裝置及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分部繼續錄得強勁增長。該兩
個分部佔本期間公司的總收益超過60%，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則約為52%。利潤較高的產品的
組合有所改善是持續改善盈利能力的一大關鍵推動因素。

本期間的工商業控制裝置分部收益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增加45.3%至383,300,000港元，而分
部利潤由4.4%增加至5.2%。本期間，我們成功向一名來自高科技娛樂業的新電子專業製造服務的客
戶完成交付全新電子產品。此外，由於我們專注於與大型主要客戶的策略夥伴關係，與二零一七財
政年度上半年相比，向現有主要客戶的付運量亦錄得大幅增長。本公司相信工商業控制裝置分部未
來將成為主要增長動力，乃由於更多客戶推出更多更具創意的產品，當中需要更複雜的電子及先進
的無線技術，大大補足金寶通於該等範疇的強大能力。

與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相比，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分部於本期間再增長25.4%至779,100,000港
元，延續過往數年本分部所錄得的強勁增長勢頭。於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來自數名來自暖
通空調業的主要電子專業製造服務客戶的收益大幅高於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乃由於如智能恆
溫器等產品在市場仍有發展動力。尤其是本期間向一名客戶的付運量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增
長超過一倍，乃由於客戶因預期推出自家產品及區域擴展而積極進貨所致。經歷去年錄得來自一名
賣方（彼已簽立提早終止我們品牌分銷業務的分銷權，已於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分部中反映）的一次
性費用收入9,700,000港元所帶來的影響後，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業務的分部利潤亦維持穩定。

與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相比，包括自家品牌供暖系統控制產品及新的物聯網智能設備套件在內
的SALUS業務於本期間在所有歐洲地區（英國除外）錄得穩健增長。在英國脫歐帶來不確定性的陰霾
下，根據英國政府官方數字，英國建造業於二零一七年第三個曆季的產量減少1.1%，此為四年來表
現最差的季度。我們的銷售因此受到影響，乃由於英國批發及分銷商於作出採購決定時更為審慎。
除此不利因素外，SALUS業務整體上仍致力達成去年同期的銷售數字（按當地貨幣計算），而我們預
期本財政年度的銷售將因財政年度下半年推出新產品、英國新的市場工作計劃以及北美銷售增加而
達至同比增長。

與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相比，利潤較低的電器控制裝置業務於本期間錄得銷售減少8.9%至
749,300,000港元，乃由於本公司繼續從該分部眾多低利潤的機會中審慎選擇那些能為本分部帶來更
高溢利及利潤的項目。即使銷售減少，本公司仍能將分部利潤由2.0%輕微提升至2.1%，乃因集中改
善成本及勞工效率所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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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行業分析
本公司相信電子專業製造服務及連接裝置的市場仍具有絕佳的增長機會。根據New Venture 
Research，於二零一五年，電子專業製造服務業價值4,300億美元，並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增長至約
5,600億美元，複合年均增長率達5.4%。此外，原設計製造商（「ODM」）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乃由於
公司尋求不只能夠完成訂單，還能夠提供有關改善及優化技術增值的意見及建議的生產商。本公司
有信心可於正在增長的ODM業務抓緊更多機會。

預期連接裝置市場於往後數年亦將快速增長，此乃由於目前市場走勢正趨向物聯網，電子控制嵌入
日常裝置，組成互聯互通的廣闊網絡。隨着引入更多平台以連接及配合各類家庭電器的智能設備，
包括恆溫器、感應器及警鐘，「智能家居」概念廣泛被認為是新一代的家居控制裝置。憑藉其專有的
智能家居設備，金寶通將繼續於歐洲及北美擴展產品銷售渠道，尋求機會透過其SALUS產品於此快
速增長的市場搶佔更大的市場份額。

展望
受現有及新客戶的訂單所帶動，金寶通預期其產品及服務的需求維持強勁。於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下
半年（「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下半年」），在消費品方面，我們預期開始向新的電子專業製造服務客戶進
行付運，以及逐漸增加來自移動銷售點行業現有客戶的訂單。我們亦預計SALUS的增長較去年加
快，由新產品及北美銷售增加所帶動。我們近期推出了行內領先的自動平衡執行器（「ABA」），並將
於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下半年開始付運。ABA為地下供暖系統生廠商及安裝人員長期所面對的困難帶
來創新的解決方案，預期將深受該等主要持份者的支持。

由於本公司目前面對市場上若干關鍵電子元件短缺，對我們的產品的強勁需求在某程度上或會減
弱。部分該等關鍵元件由供應商分配，亦難以預料何時獲得該等元件。本公司正致力實施多元策略
以解決此市場普遍存在的問題。然而，該問題可能會對我們整個財政年度之收益表現構成影響。此
外，本公司亦預期經歷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上半年極為強勁的付運量後，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下半年的
增長將會緩和，因此若干主要電子專業製造服務客戶的存貨模式將抵消該等業務的全年增長率。

金寶通將通過專注於工商業控制裝置以及樓宇及家居控制裝置分部之增長，繼續實施其推進較高利
潤業務之策略，並將尋求改善電器控制裝置分部之盈利能力。作為其戰略方向一部分，隨著金寶通
繼續從傳統電子專業製造服務生產商轉型為技術驅動型解決方案供應商，本公司將尋求在所有三個
分部拓展ODM業務。同時，金寶通將於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下半年繼續推進SALUS業務的發展，本公
司相信SALUS將受惠於冬季供暖產品高峰季節帶來的好處，以及為擴大SALUS銷售渠道在北美作出
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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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展望（續）
金寶通穩固的生產基礎，加上強大的工程實力及以客戶服務為中心，使其成為獨特且領導市場的電
子專業製造服務供應商。與此同時，預期SALUS業務將繼續保持強勁的增長軌道，此乃由於連接裝
置市場的快速增長及我們多年來於供暖系統控制市場的經驗及技術控制所致。憑藉本集團於電子控
制及無線技術的核心實力，再加上其良好往績、歷史悠久的成功產品以及備受信賴的品牌名稱，金
寶通有信心能把握來自所有市場的不同機遇，繼續為我們的全球合作夥伴和客戶引入高價值產品及
服務。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於本期間繼續維持穩健的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現
金等值項目結餘為754,402,000港元，當中包括以人民幣計值的現金及銀行結餘131,820,000港元。其
餘結餘大部分以美元（「美元」）或港元計值。整體而言，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70倍，維持穩健水平。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附息銀行借款總額為333,559,000港元，主要包括一年內應付的銀行貸
款。該等借款大部分以美元、港元或歐元區貨幣計值，所應用利率主要根據浮動利率條款釐定。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權益總額為1,266,543,000港元。本集團的現金淨額結
餘（即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額扣除附息銀行借款總額）為420,843,000港元。

財資政策
本集團承受之外匯風險主要源自以有關業務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計值之買賣。有關貨幣主要為
歐元、英鎊及人民幣。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沽28,800,000歐元以買入美元，沽
4,500,000英鎊以買入美元，及沽38,400,000美元以買入人民幣之未到期外匯遠期合約。該等遠期合
約乃就對沖而訂立。本集團不時密切監控其整體外匯風險，並將採納積極審慎的措施，以將有關風
險減至最低。

資本開支及承擔
於本期間，本集團產生的資本開支總額約為86,422,000港元，用作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有關
開發新產品支付遞延開支。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主要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有已訂約但未撥備的資本承擔為
4,78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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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銀行存款及其他資產，以作為其銀行融資的抵押品。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約6,000名全職僱員。本期間的員工成本總額為318,493,000
港元。本集團一般根據僱員個人資歷及表現、本集團的業績及市況每年檢討薪金及工資。本集團為
其僱員提供年終雙糧、酌情花紅、醫療保險、公積金、教育資助及培訓。本公司目前亦採納一項購
股權計劃（由於舊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日屆滿，其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四日獲採納），
據此，本公司可向本集團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旨在獎勵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人士，
並鼓勵僱員為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努力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的價值。截至本報告日期，該
項購股權計劃有34,950,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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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藉以提高本公司的管理效率，以及保障本公司股東的整體
利益。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本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及僱員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本集團董事、高級人員及若干僱員（該等人士可能得知有關本公司或其證券的未刊
發內幕消息）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的自訂操守守則（「自訂守則」），其條款並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十
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
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自訂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此外，據本公司所知，概無本集團僱員曾於本期間未有遵守自訂守則的事宜。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陸觀豪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施維德先生及張正
樑先生，以及本公司兩名非執行董事甘志超先生及Arvind Amratlal Patel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連
同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已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
宜，包括審閱該等中期業績。

本公司已委聘其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相關服務準則第
4400號「接受委託進行有關財務資料的協定程序」對本集團於本期間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進行若
干程序。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討論此等程序的結果，包括本集團編製本中期財
務資料時採納的會計政策的一致性，以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要求作出的
有關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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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的詳情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3披露。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
權益如下：

(1) 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擁有權益的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歐陽和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352,500,000
（附註）

41.98%

實益擁有人 10,716,000 1.27%
  

363,216,000 43.25%

Owyang King博士 實益擁有人 3,644,000 0.43%

區慶麟先生 實益擁有人 8,820,000 1.05%

附註： 此等股份由Solar Power Group Limited（「SPGL」）持有。SPGL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由歐陽和先生全資擁有。

* 百分比指涉及的普通股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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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續）
(2) 本公司相關股份的好倉－以實物交收的非上市股本衍生工具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授出購股權
涉及的相關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Owyang King博士 實益擁有人 28,800,000 3.43%

區慶麟先生 實益擁有人 4,150,000 0.49%

上述上市規則規定須予披露的購股權詳情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3披露。

* 百分比指涉及的相關股份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數目。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規定本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冊而須記入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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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除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外，以下人士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已記入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5%或以上的權益：

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
擁有權益的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SPGL 實益擁有人 352,500,000
（附註1）

41.98%

謝淑明女士 配偶權益 363,216,000
（附註2）

43.25%

Crystalplaza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33,500,000
（附註3）

15.90%

Little Venice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81,690,000
（附註3）

9.73%

梁綺莉女士 受控制法團權益 215,190,000
（附註3）

25.63%

香立智先生 配偶權益 215,190,000
（附註4）

25.63%

附註：

1. SPGL的權益亦於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一節披
露為歐陽和先生的權益。

2. 謝淑明女士被視為透過彼的配偶歐陽和先生的權益擁有本公司363,216,000股股份權益。

3. 此等股份由Crystalplaza Limited及Little Venice Limited分別擁有133,500,000股股份及81,690,000股股份。上
述兩家公司均由梁綺莉女士全資擁有。

4. 香立智先生被視為透過彼的配偶梁綺莉女士的權益擁有本公司215,190,000股股份權益。

* 百分比指涉及的普通股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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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除外，其權益載於上文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一節）於本公司的股份
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而須記入本公司的權益或淡倉。

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向本集團管理層及員工於本期間一直對本集團作出的努力及貢獻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歐陽和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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