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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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 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港幣4.56億元
• 集團錄得溢利港幣360萬元
• 數碼產品銷售額增長89.6%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456,431 422,914
銷售成本 (347,611) (328,449)

  

溢利總額 108,820 94,465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7,470 7,271
銷售及分銷費用 (67,371) (70,242)
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 (9,024) (12,962)
行政開支 (35,544) (37,800)

  

經營溢利╱（虧損） 4,351 (19,268)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4 4,351 (19,268)
所得稅開支 5 (702) (498)

  

期內溢利╱（虧損） 3,649 (19,766)
  

溢利╱（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3,578 (20,034)
非控股權益 71 268

  

3,649 (19,76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每股盈利╱（虧損） 0.30港仙 (1.69）港仙

  

攤薄每股盈利╱（虧損） 0.30港仙 (1.6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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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虧損） 3,649 (19,766)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2,064 (1,387)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5,713 (21,153)
  

全面收入╱（虧損）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5,642 (21,421)
非控股權益 71 268

  

5,713 (2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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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9月30日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5,799 68,325
投資物業 189,435 194,240
按金 12,879 13,511
遞延稅項資產 194 234

  

非流動資產總額 288,307 276,310
  

流動資產
存貨 140,824 154,343
貿易應收賬項 8 47,042 40,770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0 25,036 21,82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32,168 39,740
可收回稅項 36 618
現金及銀行結餘 249,327 241,180

  

流動資產總額 494,433 498,476
  

資產總額 782,740 774,786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8,532 118,532
儲備 534,010 528,368

  

652,542 646,900
非控股權益 1,104 1,853

  

權益總額 653,646 648,753
  

負債
非流動負債
應計負債 2,837 2,837
遞延稅項負債 23,698 23,571

  

非流動負債總額 26,535 26,40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項及票據 9 42,411 41,739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49,604 49,624
應付稅項 10,544 8,262

  

流動負債總額 102,559 99,625
  

負債總額 129,094 126,033
  

權益及負債總額 782,740 77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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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1.1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
應用者（已於該等年度財務報表中載述）貫徹一致。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
則。

年度改進項目（修訂）   2014年至2016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未實現損失

採納上述新訂和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亦
未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以及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之呈列發生任何重大變動。

2 分類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已按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四個可呈報的分類如下：

(a) 產品銷售分類從事推廣及經銷攝影、沖印及印刷產品，以及銷售照相商品、護膚產
品、消費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

(b) 服務分類從事提供攝影及沖印產品的技術服務、專業影音顧問及訂製及安裝服務；

(c) 投資分類包括本集團投資物業的業務；及

(d) 企業及其他業務分類，包括本集團的企業收支項目及其他投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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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者為董事會。董事會獨立監察各業務分類的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
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決定。分類表現乃根據可呈報分類的溢利╱（虧損）（即計量經調整除稅前
溢利╱（虧損））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乃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貫徹計
量，惟有關計量並不包括利息收入及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2017年及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各分類之收益及溢利╱（虧損）。

未經審核
 

產品銷售 服務 投資 企業及其他 註銷 綜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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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外界客戶之銷售 384,137 348,336 72,294 74,578 － － － － － － 456,431 422,914
部門間之銷售 17,974 14,183 1,277 1,617 － － － － (19,251) (15,800)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4,598 3,662 － － 6,246 7,068 1,009 44 (5,724) (4,710) 6,129 6,064

            

總計 406,709 366,181 73,571 76,195 6,246 7,068 1,009 44 (24,975) (20,510) 462,560 428,978
            

分類業績 1,996 (22,096) 2,680 3,390 1,930 2,320 (3,596) (4,089) － － 3,010 (20,475)
          

利息收入 1,341 1,20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

  

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4,351 (19,268)
所得稅開支 (702) (498)

  

期內溢利╱（虧損） 3,649 (19,766)
  

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金收入總值 4,206 4,082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341 1,207
其他 1,923 1,982

  

7,470 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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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所得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設備項目之（收益）╱虧損 (16) 6
（撥回撥備）╱存貨撥備（附註(a)） (1,340) 3,632
銷售存貨成本（附註(a)） 314,688 289,857
提供服務成本（附註(a)） 34,263 34,960
淨匯兌差額 (1,620) 1,485
專業及法律費用 316 88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9,357 10,306

  

附註：

(a) 該等項目已於簡明綜合損益表「銷售成本」一欄內列賬。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所得稅：
－香港：
 年內計提 389 254
 往年之超額撥備 (128) (117)
－中國內地：
 年內計提 394 435

  

655 572

遞延稅項 47 (74)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702 498
  

香港利得稅根據期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
個月：16.5%）計提準備。期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業
務所在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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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派發中期股息（2016年：零港元）。

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截至2016年及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項目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利╱（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溢利╱（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盈利╱（虧損） 3,578 (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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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318,349 1,185,318,349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17年及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
未就截至2017年及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作出攤薄調
整。

8 貿易應收賬項

本集團與顧客之交易以現金或賒賬方式進行。就賒賬銷售而言，賒賬期一般為15至30日，
但部份信譽良好的長期顧客的賒賬期可延長至120日。

按付款到期日計算，扣除減值後本集團貿易應收賬項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35,094 28,730
1至3個月 11,486 10,467
3個月以上 462 1,573

  

47,042 4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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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賬項及票據

按購買貨品及獲得服務之日期計算，本集團貿易應付賬項及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
下：

2017年
9月30日

2017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個月以內 41,690 41,051
3個月以上 721 688

  

42,411 41,739
  

10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為無抵押、以每月底結餘按5%年利率計息及按要求償還。截至2017
年9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從其聯營公司收取管理費及利息收入分別港幣403,000元（截至
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港幣388,000元）及港幣466,000元（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6個月：
港幣284,000元）。該等交易乃按參與交易各方共同協定的費率進行。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1 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其他地方所披露者外，期內本集團於本集團之正常業務過程中
進行了下列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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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3,502 2,810
離職後福利 36 36

  

給予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總額 3,538 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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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港幣4.56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7.9%。業績改善乃由於香港的零售環境漸趨穩定，且新推出的FUJIFILM數碼相機及配件
也受到顧客熱烈歡迎，以及成本控制措施奏效。而集團推行的三年業務計劃亦是集團於
2017年至2018年上半年錄得良好業績的另一因素。

業務回顧

產品銷售

攝影產品

集團著力推廣多款嶄新的專業及高端數碼相機、鏡頭及配件，令數碼產品銷售額大幅上
升，較2016-2017年上半年增長89.6%。顧客亦表示滿意若干新款數碼相機型號能夠兼容
多種甚至來自其他品牌的鏡頭。

護膚產品

集團於回顧期內推出多款新產品，帶動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增長28.6%。集團為提升公眾對
其護膚產品品牌的了解，並在香港廣受歡迎的購物點增加曝光率，自2017年8月起於太古
康怡花園AEON開設期間限定專櫃。

消費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

於2017年9月30日，集團於此分類共經營16間店鋪。隨著關閉3間成績未如理想的店舖，
回顧財政年度的上半年銷售額錄得6.7%下降，而同比店舖銷售表現則僅錄得1%下降。

另一方面，集團專業及商用影音產品批發額錄得顯著的同比增長20.4%。集團為把握
此批發市場的潛力，近期就與三星簽訂分銷協議，於香港批發其商用電視機及創新的 
「The Frame」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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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沖印及技術服務

於2017年9月30日，快圖美於香港經營63間店鋪，而於一年前則為71間店鋪。此減少主要
由於關閉若干成績未如理想的店鋪所致。儘管店鋪數量減少，集團相片沖印及處理的總
銷售額仍然穩中有進，有0.4%些微增長。

證件相服務現時佔集團影像業務的42.8%。集團將繼續推廣證件相服務，並進一步尋求從
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的方法。

快圖美的DocuXpress文件解決方案服務目前佔影像業務的7.9%。個人化影像禮品服務的
總銷售額較去年同期下降9.5%。主要由於Fotobook的銷售額較上個財政年度首六個月下
跌7.8%。上年度的Fotobook銷售特別強勁乃因2016年5月推出新版「賞」簿服務的連串出色
市場推廣活動所致。

專業影音顧問及訂製、設計及安裝服務

此分類專責設計及安裝專業影音設備服務。集團最近將客戶基礎擴展至主題公園酒店及
豪華住宅。集團亦正參與一個位於金鐘前政府總部美利大廈的重要項目，其正翻新成一
所豪華的酒店，將於2017年12月開業。

品牌管理

財政年度的上半年向來是集團銷售數碼相機的重要時期，因為FUJIFILM Japan通常於
此期間發布新型號。於回顧期內，重要發行的新產品包括FUJIFILM X-E3，一系列的
FUJINON鏡頭，FUJIFILM Instax SQUARE SQ-10以及FUJIFILM Instax Mini 9即影即有
相機。集團一如以往參與推廣活動務求有效促銷新款數碼相機產品。

於回顧期內，多款FUJIFILM產品贏獲殊榮，使品牌保持矚目及吸引新買家。獲獎產品包
括FUJIFILM GFX 50S、X-T2、X-T20、XF23mmF2 R WR及X100F。

集團通過一系列創意的宣傳及廣告活動繼續積極推廣網上護膚產品業務，同時拓展並更
新其產品種類。

集團的快圖美分類致力推廣其領先的產品及服務種類，例如「賞」簿及沖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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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於8月中旬推出全新個人化禮品服務Gift Plus，由快圖美最近從英國購入的新
Emagination系統提供支援。Gift Plus擴大集團的個性化禮品的產品種類，令集團可使用
自家內部設備生產禮品。採用先進技術的Emagination系統使客戶可混合及配對多個模
板，以獨特的產品設計創製其個人化禮品。

為了支援消費家用產品及電器分類，集團就家庭影院及QLED電視等推出多項促銷活
動，並將繼續舉辦路演。

財政資源

集團於回顧期內的財務狀況依然健康良好。於2017年9月30日，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為港幣2.49億元，資產負債比率為零。於本期間錄得貿易應收款項港幣4,700萬元，而存
貨則為港幣1.41億萬元。

展望

展望未來，集團將為網上護膚產品業務繼續推出新產品，亦將進一步發展新的個人化禮
品平台及手機沖印服務，亦會將知名的新品牌和產品引進於集團的消費電子產品及家用
電器分類內的批發業務。加上集團三年的業務計劃，集團有信心以其產品質素以及對最
新趨勢所作的努力，將會於中期為投資者帶來可觀回報。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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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條，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督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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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名非執
行董事。於2017年11月23日經董事會批准之集團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財務報表
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且審核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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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之核數師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核委聘準則第
2410號「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了上述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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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內，已遵照主板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守
則條文。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7年9月30日止6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有關企業管治的全部詳情載於本公司2017年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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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執行董事：
馮裕津先生

代表董事會
孫大倫
主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11月23日
http://www. chinahkphot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