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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KP

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6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 綜合營業額由港幣�.76億元下降�.7%至港幣�.73億元。由於基金投資帶來龐大收

益，使淨業績由去年同期所錄得的虧損轉為本期純利港幣2,564萬元
• 主要產品整體銷售額強勁增長，創造了穩定的溢利
•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仙及中期特別股息每股港幣�.5仙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附註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173,433	 �76,367
銷售成本  (119,463	) (�20,029 )    
溢利總額  53,970  56,338
其他收入及收益  10,091	 ��,2�7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收益╱（虧損）  17,706	 (2�,426 )
銷售及分銷費用  (27,158	) (28,787 )
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  (5,445	) (5,540 )
行政開支  (22,783	) (23,238 )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34  796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26,415	 (�0,640 )
稅項 5 (778	) (2,�86 )    
期內溢利╱（虧損）  25,637	 (�2,826 )    
歸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5,772  (�2,65� )
 少數股東權益  (135	) (�75 )    
  25,637	 (�2,826 )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  2.21仙  (�.09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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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虧損）  25,637	 (�2,826 )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25,637	 (�2,826 )    

歸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5,772	 (�2,65� )
 少數股東權益  (135	) (�75 )    

  25,637	 (�2,8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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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2009年9月30日
  2009年  2009年
 附註  9月30日		 3月3�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428	 36,020
投資物業  130,315  �30,3�5
預付土地租賃開支  2,749  2,853
商譽  35,878	 35,878
租賃按金  5,209	 4,4�4
遞延稅項資產  4,652	 3,960    
非流動資產總額  210,231	 2�3,440    
流動資產
存貨  36,127	 39,637
應收賬項及票據 8 13,410  �2,077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14,332	 �5,966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185,913  �68,207
可收回稅項  163	 �,4�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99,561  6�0,�97    
流動資產總額  849,506	 847,50�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票據 9 14,663	 �7,74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60,351	 63,935
應付中期股息 6 11,638	 –
應付中期特別股息 6 17,457	 –    
流動負債總額  104,109	 8�,680    
流動資產淨值  745,397	 765,8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55,628	 979,26�    
非流動負債
應計負債  21,807	 �8,662
遞延稅項負債  12,662	 �2,706    
非流動負債總額  34,469	 3�,368    
資產淨值  921,159	 947,893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6,383	 ��6,383
 儲備 	 789,319	 792,642
 擬派末期股息  –	 –
 擬派末期特別股息  –	 23,276    
  905,702	 932,30�
少數股東權益  15,457	 �5,592    
總權益  921,159	 94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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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009年9月30日

1.	 會計政策

中港照相器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09年9月30日
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
製。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2009年3月3�日止年度之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惟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當中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2.	 會計政策變動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一般於2009年4月�
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除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及其修訂產生下文詳述的財
務報表呈列及披露方式的變動外，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詮釋及修訂對此等中期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於附
 之修訂  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歸 
 之修訂  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
 之修訂  披露－有關金融工具的披露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借款成本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第32號金融工具：呈報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財務
 之修訂  報表之呈列－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修訂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重估
 委員會）－詮釋第9號  嵌入式衍生工具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確認及計量－嵌入式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客戶忠誠計劃
 委員會）－ 詮釋第�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建設房地產協議
 委員會）－ 詮釋第�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海外業務淨投資之對沖
 委員會）－ 詮釋第�6號

除上述之外，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其中載列多項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修訂，旨在修改於2009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內不一致的地方，並澄清字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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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包括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6號、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0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2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4�號之修訂。

# 於2009年7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改變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披露方式。此項經修訂準則規定
分開呈報擁有人與非擁有人權益變動。權益變動表將僅載入與擁有人交易之詳情，而
所有非擁有人權益變動作為獨立項目呈列。此外，該準則新增全面收益表，於損益確
認之所有收支項目及直接於權益確認之所有已確認其他收支項目可以一份獨立報表或
兩份關連報表呈列。本集團自2009年�月�日起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採
納此項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營運業績並無影響。然而，其導致財務報表
之呈列及披露出現若干呈列變動。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4號分類呈報，闡明企業應如何呈報
經營分類資料，即根據主要經營決策者分配分類資源及評估各類表現時使用的企業組
成部分資料呈報。該準則亦規定須披露有關分類所提供產品及服務、本集團經營所在
地區及來自本集團主要客戶收益之資料。本集團自2009年4月�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8號。採納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營運業績並無影響。

3.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按主要分類報告基準以業務分類呈列。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乃根據各項業務之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劃分架構及管理。本集團
每項業務分類代表一策略性經營單位，其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所承擔之風險及回報均有別於
其他業務分類。業務分類詳情概要如下：

(a) 產品銷售分類從事推廣及經銷攝影及沖印產品，以及銷售照相商品；

(b) 服務分類從事提供菲林沖曬、照相沖印服務及攝影及沖印產品的技術服務；及

(c) 企業及其他分類包括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業務連同企業收支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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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2009年及2008年9月30日止6個月業務分類之收益及溢利╱（虧損）。

	 產品銷售	 服務	 企業及其他	 註銷	 綜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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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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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外界客戶之銷售 116,533  ��4,49�  56,900	 6�,876  –	 –  –	 – 	 173,433	 �76,367
 部門間之銷售額 13,170	 �5,370  2,491	 2,397  –	 –  (15,661	) (�7,767 )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  –	 –  24,609  (�7,995 ) –	 –  24,609	 (�7,995 )                   

總計 129,703	 �29,86�  59,391	 64,273  24,609	 (�7,995 ) (15,661	) (�7,767 ) 198,042	 �58,372
                   

分類業績 2,524	 2,54�  3,491  2,920  17,212	 (23,887 ) –	 –  23,227	 (�8,426 )
               

利息收入                 3,188	 7,786                   

除稅前溢利╱（虧損）                 26,415	 (�0,640 )
稅項                	 (778	) (2,�86 )                   

期內溢利╱（虧損）                 25,637	 (�2,826 )
                   

4.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而釐定：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3,188	) (7,78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收益）^ 17	 (765 )
銷售存貨成本* 93,398	 9�,9�8
提供服務成本* 26,065	 29,690
折舊 6,155	 7,672
確認預付土地租金 104	 �04
存貨撥備回撥* –	 (�,579 )
應收賬項及票據回撥^ (51	) –
   

* 包括在簡明綜合損益表之「銷售成本」內。
^ 包括在簡明綜合損益表之「其他經營收入，淨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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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香港 1,192	 824
本期－中國內地 322	 �86
遞延 (736	) �,�76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778	 2,�86
   

香港利得稅根據期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經抵銷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結轉之稅
務虧損後，按稅率�6.5%（截至2008年9月30日止6個月：�6.5%）提撥準備。中國內地應課稅
溢利的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地區現行稅率並根據現行法例、闡釋及運作計算。

6.	 股息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仙
 （截至2008年9月30日止6個月：港幣�仙） 11,638	 ��,638

中期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5仙 17,457	 ��,638   
 （截至2008年9月30日止6個月：港幣�仙）
 29,095	 23,276
   

於2009年�2月3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決議於20�0年�月28日向於20�0年�月�5日（星
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仙（截至2008年9月30日止6
個月：港幣�仙）及中期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5仙（截至2008年9月30日止6個月：港幣�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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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2009年及2008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是根據以下項目 
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公司普通股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25,772	 (�2,65� )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09年  200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期內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63,828,377	 �,�63,828,377   

由於截至2009年及2008年9月30日止6個月內概無存在具攤薄影響之事件，故並無披露截至
2009年及2008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金額。

8.	 應收賬項及票據

本集團與其顧客之交易主要以賒賬方式進行，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先付款。賒賬期一般為
30日，但部份長期顧客的賬期可延長至�20日。

按付款到期日計算，以下為扣除減值後本集團應收賬項及票據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 

 2009年		 2009年
 9月30日  3月3�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3個月 13,410	 �2,07�
4至6個月 –	 5
7至9個月 –	 �   

 13,410	 �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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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項及票據

按購買貨品及獲得服務之日期計算，以下為本集團應付賬項及票據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

 2009年		 2009年
 9月30日  3月3�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3個月 13,200	 �6,���
3個月以上 1,463	 �,634   

 14,663	 �7,745
   

10.	 關連人士交易

(a)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賬項內一間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欠款合共港幣5,996,000元
（2009年3月3�日：港幣5,996,000元），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b) 本集團給予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09  2008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2,689	 2,8�2
離職後福利 24  24   

給予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總額 2,713	 2,836
   

11.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批准

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2009年�2月3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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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綜合營業額由港幣�.76億元微跌�.7%至港幣�.73億元。由於基金投資帶來龐大收益，
使淨業績由去年同期所錄得的虧損轉為本期純利港幣2,564萬元。回顧期間，每股盈利為
港幣2.2�仙。

業務回顧

產品銷售

於回顧期間，集團在銷售即影即有產品、數碼產品及專業產品方面繼續取得良好表現。
即影即有產品的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增長達3�.9%；專業產品錄得更強勁的銷售額，增幅達
46.9%；數碼產品的銷售額亦錄得可觀增長，升幅為�7%。

集團對數碼影像產品保持強勁的市場需求，以及最新推出的FinePix產品繼續以超卓性能
贏得顧客的青睞，充滿信心。另一方面，傳統影像產品的市場持續萎縮，致使彩色菲林
的銷售額較去年同期下跌35.8%。

集團會進一步推動Fuji Digital Imaging (FDi)服務，致力保持其在數碼影像市場的地位。
集團擬向FDi經銷商提供更多沖印相關產品，如FotoBook和「快趣印」，並引進在線打印。

沖印及技術服務

沖印業務的整體表現顯然備受全球經濟危機拖累，較去年同期減少7.5%。由於數碼檔案
沖印的需求持續放緩，打印數目下幅至2,800萬張，按年減少�0.�%。

為加強成本效益，集團檢討各分店盈利，並將店舖總數由84間精簡至80間。與此同時，
集團於回顧期內不斷擴充廣受歡迎的「數碼站」數目，由230台增加至235台。

快圖美其中一個強大收益來自「快趣印」。「快趣印」個人化影像禮品的總銷售額較去年同
期上升5�.4%。

受惠於大眾對網上購物的接受程度日益增加，集團將坐擁優勢，抓住這發展勢頭，躍升
成為香港主要光學影像營運商之一。集團預期網上銷售收入可抵銷菲林銷售的虧損，同
時為未來零售業務發展注入動力。集團繼續緊貼全球電子商貿的趨勢，並將延續快圖美
成功經營的會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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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集團亦與八達通攜手進行推廣活動，並獲得熱烈反應。在「$�日日賞積分沖曬
6R相片」和「$2日日賞積分沖曬8F相片」推廣期間，逾7�,000張6R相片及34,000張8F相片被
換領。

品牌管理

集團深明務實的品牌管理乃刺激銷售及保持品牌形象的首要元素。除通過廣泛的媒體宣
傳提高品牌的公眾知名度外，各種推廣計劃及策略性廣告活動亦發揮了重要作用。

除了配合節日主題而推出不同的季節性促銷活動外，集團亦與迪士尼訂立特許使用協
議，據此可在相片沖印服務（D&P）、「快趣印」影像禮品及FotoBook使用迪士尼卡通人
物，藉以吸引更多顧客。

於相片沖印服務推廣期間，集團推出「free-fun-border」相框連相冊（部分特別附載迪士尼
卡通人物），獲得顧客好評如潮。

「快趣印」影像禮品繼續成為集團未來發展的焦點。集團為「開學了」推廣活動推出的迪士
尼卡通人物產品取得盛大成功。集團亦引進其他新增迪士尼卡通人物造型禮品。此外，
吉蒂貓（Hello Kitty）和肉桂狗（Cinnamoroll）禮品系列亦繼續錄得增長。新產品亦已推出
市場並廣受大眾歡迎。

FotoBook是另一重點產品。集團引進從歐洲進口的新穎相冊封面物料，包括全新封皮，
以壯大產品系列。顧客亦可下載普通版或卡通人物版的快圖美FotoBook相冊軟件，安坐
家中便可自行設計個人化的FotoBook。這服務推出後，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

集團在宣傳和市場推廣方面的努力，獲得多個國際獎項的表揚。FinePix F200EXR相機奪
得DIMA 2009年創新數碼產品大獎，並獲TIPA（科技影像記者協會）選為2009年最佳輕便
數碼相機大獎。此外，Super CCD EXR相機亦贏得TIPA的最佳影像創新獎及EISA的（歐
洲影像及音響協會）2009至20�0年度的最佳數碼影像創新產品。

回顧期內，集團亦先後與雀巢、屈臣氏藥房、Club Med、GP電池、Sanrio Fans Club、港
鐵站商店及公益金等聯手推出其他推廣計劃，成效卓著。

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保持穩健。本集團於2009年9月30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為港幣6億元，資產負債比率為零。期內錄得之貿易應收賬項為港幣�,300萬元，存貨則
為港幣3,600萬元。於2009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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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儘管上半年的環境非常艱困，集團的業績表現仍令人滿意。集團相信，市場形勢仍然極
富挑戰性，但集團對影像行業的前景仍然樂觀。

集團的首要任務是通過訂製影像禮品，推動快圖美躍升成為香港同類型服務供應商的不
二之選。集團有意大力推廣個人化相片製作，使消費者能夠以簡單實惠的方式把自己的
相片訂製為具紀念價值的禮物。集團擬為影像禮品引進獨家特許使用的人物造型，提升
自行製作相片的軟件，以及在選定門店引入實地製作服務，以縮短訂購禮品所需的完成
時間。凡此種種措施，均有助打造快圖美最終成為香港主要數碼影像，最具豐富影像禮
品系列，以及最廣泛的FotoBook產品種類的經營商。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20�0年�月�2日（星期二）至20�0年�月�5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確定獲得中期股息及中期特別股息的資格。為確保享有擬派
發之中期股息及中期特別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20�0年�月��日（星
期一）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進行登記，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依據上市規則第3.2�條，本公司已正式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督
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共包括四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本
集團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期間之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認為上述財務報表乃
遵照適用之會計準則編製並作出妥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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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09年9月30日止期間內，已遵照主板上市規則附錄�4所載之守
則條文（「企業管治守則」），惟：

(�) 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區分。孫大倫博士為本公司主席╱行政總裁。董事會相
信讓同一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為本公司帶來強而貫徹的領導，並有力及有效
率地策劃及執行商業決定及策略；及

(2) 非執行董事並無與本公司訂立任何服務合約且無特定任期，惟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上輪值告退。

有關企業管治之全面詳情載於本公司2009年之年報。

為遵守於2005年�月�日生效之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其
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薪酬委員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孫大倫博士及兩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區文中先生及黃子欣博士。區文中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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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孫大倫博士（主席）
孫道弘先生（副主席）
吳玉華女士
鄧國棠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區文中先生
李家暉先生
劉暉先生
黃子欣博士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孫大倫

香港特別行政區，2009年�2月3日
http://www.chinahkphot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