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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各位「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 4 64,555 59,691
銷售成本 (56,680) (56,624)

毛利 7,875 3,067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5 1,902 294
分銷成本 (1,521) (1,466)
行政費用 (35,235) (26,616)
財務費用 (674) (7)

除稅前虧損 6 (27,653) (24,728)
所得稅抵免 7 546 1,697

本期間虧損 (27,107) (23,031)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扣除稅項
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轉撥至投資物業時重估持作自用之租賃
土地及樓宇之盈餘 16,101 —

其後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6 (21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16,117 (213)

本期間總全面開支 (10,990) (2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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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6,485) (21,430)
非控股權益 (622) (1,601)

本期間虧損 (27,107) (23,031)

應佔本期間總全面開支：
本公司擁有人 (10,372) (21,721)
非控股權益 (618) (1,523)

本期間總全面開支 (10,990) (23,244)

每股虧損 9
基本（每股港仙） (8.10) (6.56)

攤薄（每股港仙） (8.10)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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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10 56,385 85,194
投資物業 10 42,300 —
使用權資產 18,094 — 
遞延稅項資產 9,206 8,678

125,985 93,872

流動資產
存貨 20,485 11,86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25,663 21,472
可收回稅款 664 664
銀行結餘及現金 67,282 73,946

114,094 107,94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26,532 17,800
租賃負債 832 —
應付附屬公司董事款項 13 13,864 —
銀行借款 15,500 7,000
銀行透支 2,437 2,478

59,165 27,278

流動資產淨值 54,929 80,67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0,914 174,54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6 62
租賃負債 17,408 —

17,424 62

資產淨值 163,490 17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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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2,692 32,692
儲備 115,247 125,61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7,939 158,311
非控股權益 15,551 16,169

總權益 163,490 17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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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 

溢價
股本贖回 

儲備
物業重估 

儲備
匯兌 

儲備 保留溢利

本公司 

擁有人 

應佔權益
非控股 

權益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32,692 118,895 10,337 — (3,127) (486) 158,311 16,169 174,480

本期間虧損 — — — — — (26,485) (26,485) (622) (27,10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 16,101 12 — 16,113 4 16,117

本期間總全面開支 — — — 16,101 12 (26,485) (10,372) (618) (10,990)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32,692 118,895 10,337 16,101 (3,115) (26,971) 147,939 15,551 163,490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32,692 118,895 10,337 — (1,283) 35,938 196,579 18,922 215,501

本期間溢利 — — — — — (21,430) (21,430) (1,601) (23,031)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 — — (291) — (291) 78 (213)

本期間總全面開支 — — — — (291) (21,430) (21,721) (1,523) (23,244)

股息 — — — — — — — (536) (536)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32,692  118,895  10,337 —  (1,574)  14,508  174,858  16,863  19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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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於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26,986) (26,959)

（用於）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903) 2,419

來自（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21,250 (54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淨額 (6,639) (25,083)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1,468 103,498

外幣兌換率變動之影響 16 (213)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4,845 78,20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分析
銀行透支 (2,437) —

銀行結餘及現金 67,282 78,202

64,845 7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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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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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除外。

除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會計政策改變
外，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
列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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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就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新訂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具有負補償的預付款項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外，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並無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載之披露事項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的詮
釋。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主要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條文應用以下會計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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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主要會計政策變動（續）

   租賃的定義

倘合約賦予權利於一段時間內控制可識別資產的用途以換取代價，則
該合約為租賃或包含租賃。

就首次應用當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會於開始或修
訂日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的定義評估合約是否為租賃
或包含租賃。有關合約將不會被重新評估，除非合約中的條款與條件
隨後被改動。

   作為承租人

   將代價分配至合約組成部分

就包含租賃組成部分以及一項或多項額外租賃或非租賃組成部分的合
約而言，本集團根據租賃組成部分的相對獨立價格及非租賃組成部分
的合計獨立價格基準將合約代價分配至各項租賃組成部分。

本集團應用可行權宜方法不將非租賃組成部分與租賃組成部分分開，
而將租賃組成部分及任何相關非租賃組成部分作為單一租賃組成部分
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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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主要會計政策變動（續）

   作為承租人（續）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

對於租期自開始日期起計為12個月或以內且並無包含購買選擇權的租
賃，本集團應用短期租賃確認豁免。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的租
賃付款按直線基準於租賃期內確認為開支。

   使用權資產

除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外，本集團於租賃開始日期（即相關資
產可供使用的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去任何累
計折舊及減值虧損，並就租賃負債的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

使用權資產的成本包括：

• 租賃負債的初始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任何租賃付款，減任何已收租賃優惠；

• 本集團產生的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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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主要會計政策變動（續）

   作為承租人（續）

   使用權資產（續）

• 本集團於拆除及拆遷相關資產、復原相關資產所在場地或復原
相關資產至租賃的條款及條件所規定的狀況而產生的成本估計。

就本集團於租期結束時合理確定獲取相關租賃資產所有權的使用權資
產而言，有關使用權資產自開始日期起至使用年期結束期間計提折舊。

在其他情況下，使用權資產按直線基準於其估計使用年期及租期（以
較短者為準）內計提折舊。

本集團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將使用權資產呈列為單獨項目。

   租賃土地及樓宇

就包括租賃土地及樓宇部分的物業權益付款而言，當付款無法於租賃
土地與樓宇部分之間可靠地進行分配時，整項物業獲呈列為本集團物
業、機器設備及儀器，惟按投資物業進行分類及會計處理者則作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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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主要會計政策變動（續）

   作為承租人（續）

   可退回租賃按金

已支付可退回租賃按金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入賬，初始按公平值計量。初始確認時對公平
值作出的調整被視為額外租賃付款且計入使用權資產成本。

   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按該日未付的租賃付款現值確認及計量租賃
負債。於計算租賃付款現值時，倘租賃中隱含的利率難以釐定，則本
集團使用租賃開始日期使用遞增借款利率計算。

租賃付款包括：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性的固定付款）減任何已收租賃優惠；

• 視乎指數或比率而定的可變租賃付款；

• 根據剩餘價值擔保預期將支付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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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主要會計政策變動（續）

   作為承租人（續）

   租賃負債（續）

• 本集團合理確定將予行使購買選擇權的行使價；及

• 倘租期反映本集團會行使選擇權終止租賃，則計入終止租賃的
罰款。

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就應計利息及租賃付款作出調整。

   稅項

就本集團對租賃交易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的遞延稅項計量
而言，本集團首先釐定減稅是否歸屬於使用權資產或租賃負債。

就租賃交易中租賃負債應佔的減稅而言，本集團將香港會計準則第12

號所得稅的規定獨立應用於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由於應用初始確
認豁免，有關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相關的暫時性差異於租賃期初始
確認時及租賃年期內不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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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2.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主要會計政策變動（續）

   作為出租人

   將代價分配至合約組成部分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
合約收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將合約訂明的代價分配至租
賃組成部分及非租賃組成部分。非租賃組成部分乃以相對獨立售價基
準與租賃組成部分區分開來。

   可退回租賃按金

已付可退回租賃按金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入賬，
初始按公平值計量。隨後，對公平值作出的調整被視為來自承租人的
額外租賃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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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2.1.2  因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的過渡及產生的
影響概要

   租賃的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對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識別
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並無對先前並未識別
為包含租賃的合約應用該準則。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於首次應
用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於評
估合約是否包含租賃時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的規定應用
租賃的定義。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將初始應用該準則的
累計影響於初始應用日期（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於初始應用
日期的任何差額已於年初保留溢利中確認，且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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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2.1.2  因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的過渡及產生的
影響概要（續）

   作為承租人（續）

於過渡時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的經修訂追溯方法時，本
集團按逐項租賃基準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
且與各租賃合約相關的租賃應用以下可行權宜方法：

i. 選擇不就租期於初始應用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結束的租賃確認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ii. 於初始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撇除初始直接成本；

iii. 對具有相似相關資產種類、處於相似經濟環境及具有相似剩餘
租期的租賃組合應用單一折現率；及

iv. 根據於初始應用日期的事實及情況於事後釐定本集團帶有續租
及終止選擇權的租賃的租賃年期。

於過渡時，本集團已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作出以下調整：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租賃負債港幣18,680,000元及使用
權資產港幣18,6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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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2.1.2  因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的過渡及產生的
影響概要（續）

   作為承租人（續）

對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確認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已應用於初始
應用日期相關集團實體的遞增借款利率。所應用的承租人加權平均遞
增借款利率介乎3%至4%不等。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32,355

減：確認豁免 —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 (3,286)

29,069

減：未來利息開支總額 (10,389)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確認與經營租賃有關的租賃負債 18,680

分析為
流動 879

非流動 17,801

1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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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2.1.2  因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的過渡及產生的
影響概要（續）

下列為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所確認金額
所作出的調整。不受變動影響的項目並無包括在內。

先前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呈報的賬面值 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計量的賬面值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 18,680 18,680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879 879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7,801 17,801

附註：

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以間接法呈報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而

言，營運資金變動根據上文所披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期初財務狀況表計

算。



20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3. 收益

收益指期內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而已收及應收之款額（扣除退貨及貿易折
扣）。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某個時間點確認的客戶合約收益：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 3,044 3,179

玩具產品 61,511 56,512

64,555 5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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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4. 分類報告

為管理需要，本集團將現有之業務劃分為兩個業務分類，分別為奇趣精品及裝飾
品之製造及銷售以及玩具產品之製造及銷售。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類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及總收益 3,044 61,511 64,555

業績
分類業績 (3,742) (11,135) (14,877)

未分攤企業開支淨額 (12,102)

財務費用 (674)

除稅前虧損 (27,653)

所得稅抵免 546

本期間虧損 (2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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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4. 分類報告（續）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30,766 82,447 113,213

未分攤企業資產 126,866

綜合總資產 240,079

負債
分類負債 26,856 49,259 76,115

未分攤企業負債 474

綜合總負債 7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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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4. 分類報告（續）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及總收益 3,179 56,512 59,691

業績
分類業績 (4,612) (14,539) (19,151)

未分攤企業開支淨額 (5,570)

財務費用 (7)

除稅前虧損 (24,728)

所得稅抵免 1,697

本期間虧損 (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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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4. 分類報告（續）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奇趣精品及
裝飾品 玩具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14,187 62,270 76,457

未分攤企業資產 125,363

綜合總資產 201,820

負債
分類負債 4,740 21,382 26,122

未分攤企業負債 1,218

綜合總負債 2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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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4. 分類報告（續）

 地區資料

本集團按經營地點劃分之外部客戶收益詳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市場地區劃分之收益：
香港 4,269 5,351

歐洲 4,775 5,158

美國 277 13,703

亞洲（除香港外） 55,167 35,453

其他地區 67 26

64,555 59,691

以下為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分類資產之賬面值分析：

分類資產之賬面值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87,468 154,595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52,611 47,225

240,079 20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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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作現金管理目的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307 16

租金收入 204 —

廢料銷售 186 165

出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收益 84 304

終止確認附屬公司之收益 — 1,130

匯兌虧損淨額 (791) (2,798)

其他 1,912 1,477

1,902 294

6.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3,903 3,987

— 使用權資產 586 —

4,489 3,987



27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7. 所得稅抵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中國企業所得稅 28 2

遞延稅項
本年度 (574) (1,699)

於損益中確認之所得稅抵免總額 (546) (1,697)

8.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零）。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約港幣26,485,000

元（二零一八年：港幣21,430,000元）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26,923,607股（二零
一八年：326,923,607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
損相同，概因這兩個期間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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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10. 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以及投資物業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以約港幣1,341,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221,000元）購入物
業、機器設備及儀器。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將一項租賃土地及樓宇由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轉撥至投資
物業，因租賃土地及樓宇的用途發生改變。轉撥至投資物業時重估租賃土地及樓
宇產生盈餘16,101,000港元，已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公平值乃由董事經參考同類物業之近
期市場交易價後釐定。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平均為60天。

以下為本集團於本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及經扣除減值虧損撥備後之貿易應收
賬款之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60天 16,514 15,883

61–90天 77 1,162

91–120天 62 29

超過120天 — 79

16,653 1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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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以下為本集團於本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60天 10,713 7,257

61–90天 837 611

91–120天 24 22

超過120天 1,016 407

12,590 8,297

13. 應付附屬公司董事款項

該款項指來自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的墊款，乃按一般商務條款進行、按年利率4%

計息、無抵押及無固定償還期限。

14. 資本承擔

關於購買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簽約但未撥備 5,420 5,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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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15. 關連人士交易

(a)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曾與非本集團成員之關連人士有以下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繳付租金予： 

潘少忠先生（附註） 60 60

出售物業、機器設備及儀器之所得 

款項：
潘少忠先生（附註） — 2,200

附註：潘少忠先生為本公司多家附屬公司之董事。

 (b)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人員於期內之薪酬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福利 4,012 4,036

離職後福利 39 38

4,051 4,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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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本公司與Sino-Science Netherlands Petroleum B.V. 

（「SSNP」，乃根據荷蘭法例成立的公司）訂立買賣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
同意購買佔Sozak Oil and Gas LLP（乃根據哈薩克斯坦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
業）全部參與權益或全部股份對應的超過50%的權益。該公司主要於南哈薩克斯坦
區域及哈薩克斯坦Kyzylorda區域從事石油及天然氣勘探業務，其油氣資產位於哈
薩克斯坦楚 — 薩雷蘇盆地的馬塞爾區塊，現正處於評價期。收購對價將由現金、
本公司向SSNP以訂約雙方協定的價格配發及發行本公司的新股及╱或本公司發行
其他形式的證券的組合方式支付。該收購事項的重大條款尚待協定，且須待簽署
最終正式協議後方可作實。有關收購事項的詳情，敬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
年八月十五日內容有關「內幕消息有關買賣框架協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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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計劃」）。計劃的主要條款於本公司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概述。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計劃，可供發行之股份數目為32,692,360股，約佔
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0%。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購股權概無變動。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一
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未行使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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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
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須另行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本公司董事及
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
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根據股本衍生
工具持有之 

相關股份數目 合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概約）

高曉瑞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119,297,041 — 119,297,041(a) 36.49

附註：

(a) 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而言，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高曉瑞先生被視作於Fresh Choice 

Holdings Limited所持有本公司119,297,041股股份中擁有權益。Fresh Choice Holdings Limited

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高曉瑞先生（非執行董事）及吳振龍先生分別擁有

90%及10%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
之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任何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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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購股權之權益」一節所披露之權益外，於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權益登記冊所示，
本公司已獲以下股東通知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中持有相關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根據股本衍生
工具持有之 

相關股份數目 合計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百分比 

（概約）

翟雋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125,297,040 — 125,297,040(1) 38.33

Star Fly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25,297,040 — 125,297,040(1) 38.33

Fresh Choice Holding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19,297,041 — 119,297,041(2) 36.49

附註：

(1) 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而言，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翟雋先生被視作於Star Fly Limited

所持有本公司125,297,04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Star Fly Limited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由翟雋先生全資擁有。

(2) Fresh Choice Holdings Limited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高曉瑞先生（非執行

董事）及吳振龍先生分別擁有90%及1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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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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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零）。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受中美貿易爭端懸而未決及歐洲政局不穩的影響，本集團的經營
環境仍充滿挑戰。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約為港幣
64,555,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59,691,000元），較上年同期增加約8%。本集團錄得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約港幣26,485,000元（二零一八年：虧損港幣21,430,000元）。每
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均為8.10港仙（二零一八年：均為6.56港仙）。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核心業務錄得虧損港幣14,877,000元（二
零一八年：港幣19,151,000元）。下文闡釋核心業務各分類之詳細表現。

玩具產品

玩具產品分類之收益按年增加約9%至約港幣61,511,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56,512,000

元），佔本集團總收益約95%。該分類收益增加主要因向亞洲（香港除外）的客戶作出的銷
售增加，但部分升幅被向美國、歐洲及香港的客戶作出的銷售減少所抵銷。該分類錄得
的虧損減少至約港幣11,135,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4,539,000元）。於本期間內，本集
團正將深圳生產廠房遷往中山，搬遷產生員工賠償款項港幣9,800,000元。本集團遂採取
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提高生產及經營效率，以提升該分類的業績。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 36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續）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

奇趣精品及裝飾品分類的收益按年減少約4%至約港幣3,044,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3,179,000元），主要因向美國的客戶作出的銷售減少所致。該分類錄得的虧損略為改善
至約港幣3,742,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4,612,000元），乃因本集團採取有效的成本控制
措施所致。

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

分銷成本按年增加約4%至約港幣1,521,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466,000元），與本集團
的收益上升相符。行政費用按年增加約32%至約港幣35,235,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26,616,000元），主要因該等可能收購事項及建議收購事項（進一步詳情於下文「重大投資
的未來計劃」一段闡述）而產生的法律及專業費用增加約港幣8,000,000元所致。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增加至約港幣674,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7,000元），乃由於本期間內提取銀行
融資及確認租賃負債的利息所致。

資金流動性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應付附屬公司董事款項約港幣13,864,000元（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短期銀行借款約港幣15,500,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7,000,000元）及銀行透支約港幣2,437,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2,478,000元）。本集團之負債權益比率（按應付附屬公司董事款項、銀行借款及
銀行透支總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約為21.5%（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港幣67,282,000元（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3,946,000元）。以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合
共約港幣114,094,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07,948,000元），加上可動用
之銀行融資，本集團具有充足之財務資源以應付其承擔及營運資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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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續）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值約港幣34,352,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61,436,000元）的租賃土地及樓宇以及約港幣42,300,000元（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零）的投資物業以取得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融資。

或然負債

本集團的或然負債自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概無變動。

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約為港幣0.45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0.48元），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港幣147,939,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港幣158,311,000元）除以當日實際已發行股份數目326,923,607股（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26,923,607股）計算。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790名（二零一八年：860名）全職僱員。本集團
主要依據現時業內之慣例及僱員之個人表現釐定其薪酬。本集團亦為其全職僱員設立購
股權計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銷售及採購主要以港幣及美元計值。鑑於本集團所有工廠位於中國，所產生之
開支均以人民幣計值。

由於港幣仍然與美元掛鈎，本集團預期此方面並無重大風險，並會緊密監察人民幣趨勢，
以決定是否需要採取任何行動。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金融工具以對沖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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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續）

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分別與香港中科能源投資有限公司（乃根據香港法
例註冊成立的公司）訂立無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第一份諒解備忘錄」）及與香港中
科國際石油天然氣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乃根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訂立無法律約束
力的諒解備忘錄（「第二份諒解備忘錄」）。根據第一份諒解備忘錄，本公司擬收購Kozhan 

JSC（「Kozhan」，乃在哈薩克斯坦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公司）的100%股權（「第一項可能
收購事項」）。Kozhan主要從事石油勘探及生產。Kozhan的主要資產包括位於哈薩克斯坦
的兩個在產油田。根據第二份諒解備忘錄，本公司擬收購Sozak Oil and Gas LLP

（「Sozak」，乃根據哈薩克斯坦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的權益，令本公司於Sozak擁有
的權益將足以影響Sozak勘探及╱或生產活動的決策（「第二項可能收購事項」）（第一項可
能收購事項及第二項可能收購事項統稱為「該等可能收購事項」）。有關該等可能收購事
項的詳情，敬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內容有關「內幕消息有關可
能收購事項的諒解備忘錄」的公告。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本公司與SSNP訂立買賣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
購買佔Sozak全部參與權益或全部股份對應的超過50%的權益（「建議收購事項」）。Sozak

主要於南哈薩克斯坦區域及哈薩克斯坦Kyzylorda區域從事石油及天然氣勘探業務，其油
氣資產位於哈薩克斯坦楚 — 薩雷蘇盆地的馬塞爾區塊，現正處於評價期。建議收購事
項的對價將由現金、本公司向SSNP以訂約雙方協定的價格配發及發行本公司的新股及
╱或本公司發行其他形式的證券的組合方式支付。建議收購事項的重大條款尚待協定，
且須待簽署最終正式協議後方可作實。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詳情，敬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內容有關「內幕消息有關買賣框架協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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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續）

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續）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述，本集團有意積極物色良
好的併購機會，以收購將為本集團帶來額外價值及新收入來源的新業務或資產。憑藉豐
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行業及公司管理經驗，董事會認為建議收購事項有助於本公司將其業
務重心轉向天然氣及清潔能源領域，以滿足中國日益增長的天然氣需求，並可提供股東
價值，為股東帶來長期回報。

前景

中美貿易爭端，歐洲政局不穩，預期令本集團今年的經營環境充滿不確定因素及挑戰。
董事唯有謹慎行事。本集團將繼續優化其產品組合，以滿足客戶需求，提高生產及經營
效率，並採取嚴格的成本控制措施，以將該等挑戰產生的影響降至最低。

同時，董事致力落實建議收購事項，以期為本集團帶來附加值及新收入來源，並提升本
公司股東價值，為股東帶來長期回報。

在全體僱員的共同努力下，本集團致力於與其客戶、業務合夥人及股東友好共事，以實
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並為其股東帶來可觀的回報。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聯交所或其他
交易所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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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根據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4之最近期經修訂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
文」）採納企業管治守則並不時作出修改。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
準。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以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謝曉宏先生、林德亮先生
及劉樹人先生，而劉樹人先生亦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邵華先生及潘偉業先生，非執行董事高曉瑞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謝曉宏先生、劉樹人先生及林德亮先生。

承董事會命
威發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高曉瑞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