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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未經審核 )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2012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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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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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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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干修訂。

於本中期報表期間採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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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為期內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按可申報及經營分部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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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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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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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529 489,380 — 1,783,909
　分部間銷售 10,710 1,811 (12,521) —
     
分部營業額總計 1,305,239 491,191 (12,521) 1,78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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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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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801 15,982 130,783 89,803 27,462 117,265
財務成本 (26,483) (29,29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273)

       
除稅前溢利 104,300 87,694
稅項支出 (7,916) (7,024)

       
期內溢利 96,384 80,670

       

分部溢利即各分部未計應佔聯營公司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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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行政總裁（本

集團總營運決策者）作出報告之基準。

下列乃按向本集團總營運決策者作出報告之可申報及經營分部的本集團資產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電動工具 2,292,598 2,175,535
地板護理及器具 625,972 619,405

   
2,918,570 2,79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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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現行稅項：

　香港 569 700
　海外稅項 6,219 12,679
遞延稅項 1,128 (6,355)

   
7,916 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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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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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72 34,866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163 159
　無形資產攤銷 24,773 20,237

   
　折舊及攤銷總額 61,108 55,262

   
　匯兌虧損（收益） 4,942 (10,082)
　員工成本 263,391 250,747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允值虧損 1,228 762

   

6. 股息
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每股7.75港仙（約1.00美仙）（二零一一年：每股6.25港仙（約0.80美仙））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向股

東派發。

董事會決定向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四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6.75港仙（約0.87美仙）（二零一一年：

每股5.00港仙（約0.64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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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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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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62 8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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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2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 100,819 88,031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94,876,782 1,606,738,752
潛在普通股產生之攤薄影響：

　認股權 5,430,285 6,617,803
　可換股債券 129,688,975 223,557,000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829,996,042 1,836,913,555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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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新增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
期內，本集團分別動用約37,000,000美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4,000,000美元）及45,000,000美元（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3,000,000美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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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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呈列的銷售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612,456 569,695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24,937 17,145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21,267 19,806

   
銷售賬款總額 658,660 606,646
其他應收賬 67,950 66,811

   
726,610 673,457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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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六十日 324,459 259,435
六十一日至一百二十日 112,124 93,376
一百二十一日或以上 11,530 7,048

   
採購賬款總額 448,113 359,859
其他應付賬 256,493 259,004

   
704,606 618,863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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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000,000美元（二零一一年：16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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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000,000美元（二零一一年：336,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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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發行了兩批本金總額為150,000,000美元之五年期票息率8.5%可換股債券（「2014可換股債券」）。除

非已獲贖回、轉換、回購及註銷外，2014可換股債券將於到期日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按本金額贖回。

 2014可換股債券持有人可以選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按本金額加贖回日期應計利息贖回2014可換股債券。故此，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14可換股債券重新分類作流動負債。

 2014可換股債券之加權平均實際利率為15.57%。

 期內，所有2014年可換股債券已按每股5.20港元轉換為本公司223,557,689股股份。

13.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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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564,252 1,606,625,752 20,533 20,598
 因行使認股權發行之股份 395,000 455,000 5 6
 回購股份 (3,330,000) (5,516,500) (43) (71)
 轉換可換股債券 223,557,689 — 2,877 —
     
於期末 1,822,186,941 1,601,564,252 23,372 20,533
     

 期內，本公司透過聯交所回購其本身股份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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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購月份 港元 港元 千美元

二零一二年一月 200,000 8.01 7.93 205
二零一二年五月 1,980,000 9.85 8.59 2,316
二零一二年六月 1,150,000 9.40 8.75 1,349

     
3,330,000 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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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0美元已轉入資本贖

回儲備，回購股份已付代價約3,870,000美元於保留溢利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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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或然負債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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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3 10,858
   

15. 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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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84 15,484
 已批准但未訂約 1,447 287

   

16.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本公司達成一項146,000,000美元之中期貸款協議，最終到期日於二零一六年。該貸款將用作為到

期貸款進行再融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