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2013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未經審核 )

1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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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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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值計量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法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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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報表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須於本中期報表期間生效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若干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修訂。

 應用該等準則之影響載述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公允值計量」

 本集團於本中期報表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建立有關公允值計量及公允值計

量之披露之單一指引來源，並取代過往載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已作出相對性修改，規定

在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若干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廣泛，應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容許公允值計量及有關公允值計量披露之金融

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有少數例外情況。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載有「公允值」之新定義，將公允值界定為在現

時市況下於計量日期在主要（或最有利）市場按有序交易情況下出售一項資產將收取之價格或轉讓負債時將支付之價格。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不論該價格是否可直接觀察或使用另一項估值技術作出估計，公允值為脫手價格。此外，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載有廣泛之披露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已提前應用新公允值計量及披露規定。公允值資料之披露載於附註1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引入全面收入表及收入表之新術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全面收入表」更名為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保留可選擇於一個單一報表內或於兩個獨立而連續之報表內呈列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規定於其他全面收入部分作出額外披露，使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分為兩類：(a)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及 (b)於滿足特定條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之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配－該等修訂並無改變以除稅前或除稅後之方式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選擇權。有關修訂本已

追溯應用，因此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經已修訂以反映有關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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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本（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周期性年度改進之一部分）

 本集團於中期報表期間首次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修訂本，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

一一年周期性年度改進之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修訂本闡明，特定可申報分部之總資產及總負債金額僅於就該可

申報分部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 (CODM)提供資料及該可報告分部於上一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之金額有重大變動時，方於

中期財務報表獨立披露。

 由於CODM並無定期審閱本集團可申報分部之資產及負債以作評估表現及資源分配用途，故本集團並無將總資產資料載入

分部資料。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本中期報表期間所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之

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期內，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按可申報及經營分部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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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519,190 523,197 — 2,042,387
 分部間銷售 5,124 470 (5,594) —
     
分部營業額總計 1,524,314 523,667 (5,594) 2,042,387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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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407,426 447,367 — 1,854,793
 分部間銷售 6,960 457 (7,417) —
     
分部營業額總計 1,414,386 447,824 (7,417) 1,854,793
     

 分部間銷售按現行市場價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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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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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72 18,891 147,163 114,801 15,982 130,783
財務成本 (19,698) (26,483)
       
除稅前溢利 127,465 104,300
稅項支出 (10,197) (7,916)
       
期內溢利 117,268 96,384
       

 分部溢利即各分部未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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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行政總裁作出報告之基準。

 本集團並無披露按經營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之分析，原因是總營運決策者並無定期獲得供其審閱之該等資料。

4. 稅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現行稅項：

 香港 1,231 569
 海外稅項 10,281 6,219
遞延稅項 (1,315) 1,128
   

10,197 7,916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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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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攤銷 37,369 36,172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185 163
 無形資產攤銷 28,274 24,773
   
 折舊及攤銷總額 65,828 61,108
   
 匯兌（收益）虧損 (15,972) 4,942
 員工成本 289,708 263,391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允值虧損 1,993 1,228
   

6. 股息
 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向股東派發二零一二年末期股息每股10.75港仙（約1.38美仙）（二零一二年：每股7.75港仙

（約1.00美仙））。

 董事會決定向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0.00港仙（約1.29美仙）（二零一二

年：每股6.75港仙（約0.87美仙））。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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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117,564 96,362
潛在普通股產生之攤薄影響：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除稅後） — 4,457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 117,564 100,819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29,371,737 1,694,876,782
潛在普通股產生之攤薄影響：

 認股權 7,132,521 5,430,285
 可換股債券 — 129,688,975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36,504,258 1,829,996,042
   

 計算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並無假設本公司之未行使認股權獲行

使，因其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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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
 期內，本集團分別動用約47,00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7,000,000美元）及47,000,000美元（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5,000,000美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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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乎六十日至一百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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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739,948 604,671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28,236 24,127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19,774 16,144
   
銷售賬款總額 787,958 644,942
其他應收賬 38,239 43,981
   

826,197 688,923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所有應收票據於一百二十日內到期。

10. 採購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應付票據
 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採購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452,406 309,719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06,746 80,517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3,462 1,557
   
採購賬款總額 562,614 391,793
其他應付賬 298,523 318,698
   

861,137 710,491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所有應付票據於一百二十日內到期。

11. 無抵押借款
 期內，本集團獲得新增銀行借款552,000,000美元（二零一二年：353,000,000美元），息率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歐洲銀

行同業拆息或香港最優惠利率為基準。本集團已償還現有銀行借款613,000,000美元（二零一二年：332,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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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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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 2,400,000,000 2,400,000,000 30,769 30,769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期初 1,829,080,941 1,601,564,252 23,461 20,533
 因行使認股權發行之股份 3,811,000 8,289,000 48 107
 回購並註銷股份 (1,300,000) (4,330,000) (16) (56)
 轉換可換股債券 — 223,557,689 — 2,877
     
 於期末 1,831,591,941 1,829,080,941 23,493 23,461
     

 期內，本公司註銷其本身股份之詳情如下：

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 每股股價 已付
普通股數目 最高 最低 代價總額

註銷月份 港元 港元 千美元
     

二零一三年一月 1,300,000 14.68 14.34 2,429
     

 回購之股份已註銷，因此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已按此等股份之面值減少。相當於被註銷股份面值16,000美元已轉入資本贖

回儲備，回購股份已付代價約2,429,000美元於保留溢利扣除。

13. 或然負債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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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0 1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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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金融工具公允值計量
 按經常性基準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允值：

 本集團部份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各申報期末按公允值計量。下表提供如何計量公允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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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值，及公允值計量所劃分之公允值級別（第1至3級）

之資料。

－ 第1級公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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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出之公允值計量；

－ 第2級公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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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而得出之公允值計量；及

－ 第3級公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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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得出之公允值計量。

金融資產╱金融負債 於以下日期之公允值 公允值等級 估值技術及主要輸入數據
重大不可觀
察輸入數據

不可觀察輸
入數據與公
允值之關係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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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96,000美元及
負債：

2,705,000美元

資產：

5,706,000美元及
負債：

7,030,000美元

第2級 合約屆滿時所報之遠期匯率牌價

及根據屆滿時源自利率之收益曲

線

不適用 不適用

       
2)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
 衍生金融工具之利率掉期

負債

（非指定為對沖）：

3,627,000美元

負債

（非指定為對沖）：

4,667,000美元

第2級 按預計未來現金流量之現值計

量，並按所報利率產生之適用收

益曲線貼現

不適用 不適用

       
3)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
 可供出售投資之可供出售
 非衍生金融資產

於美國上市之股本

證券：

－技術行業：

3,987,000美元

於美國上市之股本

證券：

－技術行業：

5,980,000美元

第1級 活躍市場所報牌價之買入價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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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值相若。兩個期間內第1

級與第2級之間並無轉撥。

15. 資本承擔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有關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已訂約但未作出撥備 14,474 16,669
 已批准但未訂約 3,514 1,2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