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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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止年度業績公布
摘要
• 即影即有影像產品業務錄得超過�00%的強勁增長
• Fotobook銷售表現強勁，增加超過370%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末期股息，但建議派發末期特別股息每股港幣2仙
綜合損益表
截至2009年3月3�日止年度
	 附註  2009年  200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325,284	 322,6�8
銷售成本  (215,652	) (209,228 )    
溢利總額  109,632	 ��3,390
其他收入及收益 2 35,528	 6�,�73
銷售及分銷費用  (55,824	) (57,2�7 )
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  (10,486	) (9,229 )
行政開支  (48,784	) (59,974 )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66,815	) 4,�22    
除稅前溢利╱（虧損） 3 (36,749	) 52,265
稅項 4 (5,808	) (6,047 )    
本年度溢利╱（虧損）  (42,557	) 46,2�8    
歸屬於：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2,227	) 46,383
 少數股東權益  (330	) (�65 )    
  (42,557	) 46,2�8    
股息 5
 中期  11,638	 ��,638
 中期特別  11,638  32,587
 擬派末期  –	 �0,474
 擬派末期特別  23,276  50,045    
  46,552	 �04,744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
 持有人應佔每股
 盈利╱（虧損） 6
 基本  (3.63港仙)  3.99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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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2009年3月3�日

 附註  2009年  200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020	 4�,907
投資物業  130,315  �24,�94
預付土地租金  2,853	 3,062
商譽  35,878  35,878
租賃按金  4,414	 6,��0
遞延稅項資產  3,960	 6,392    

非流動資產總額  213,440	 2�7,543    

流動資產
存貨  39,637	 27,339
應收賬項及票據 7 12,077	 �3,005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15,966	 �6,936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168,207	 236,792
可收回稅項  1,417	 2,35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10,197	 680,6�9    

流動資產總額  847,501	 977,046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票據 8 17,745	 2�,334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63,935	 64,3�9    

流動負債總額  81,680	 85,653    

流動資產淨值  765,821	 89�,3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79,261	 �,�08,936    

非流動負債
應計負債  18,662	 23,994
遞延稅項負債  12,706	 ��,054    

非流動負債總額  31,368	 35,048    

資產淨值  947,893	 �,07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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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642	 88�,064
擬派末期股息  –	 �0,474
擬派末期特別股息  23,276	 50,045    

  932,301	 �,057,966
少數股東權益  15,592	 �5,922    

總權益  947,893	 �,07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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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中港照相器材集團有限公司（「本集團」）已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詮釋及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及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第7號之修訂  金融資產重新分類」之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安排
 －詮釋第�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界定福利資產之限制、
 －詮釋第�4號  最低資金要求以及彼等之互動關係

採納該等新訂詮釋及修改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本財務報表內應用之會計政策
亦無任何重大改動。

2.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i)銷售貨品之發票淨值（已扣除退貨及折扣）；及(ii)提供菲林
沖曬、照相沖印服務及攝影及沖印產品之技術服務之收入。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2009年	 200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產品銷售 203,838	 �93,358
菲林沖曬、照相沖印及技術服務收入 121,446	 �29,260   

 325,284	 322,6�8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13,373	 3�,283
租金收入總值（附註3） 7,438	 5,274
供應商之津貼 –	 �56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附註3） –	 5,�3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附註3） 5,314	 �9,076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8,925	 –
其他 478	 252   

 35,528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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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2009年	 200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存貨成本**  163,916	 �47,656
提供服務成本**  52,817	 6�,839
核數師酬金  960	 �,�00
折舊  14,236	 �6,839
確認預付土地租金  209  209
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經營租約租金  33,055	 32,�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虧損  (777	) 294
存貨撥備回撥**  (1,081	) (267 )
應收賬項及票據減值回撥，淨額*  (429	) (�,807 )
應收賬項及票據撇銷*  –	 �,�48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賬項撇銷*  –	 �,889
應付賬項及票據回撥*  –	 (2,50� )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回撥*  (1,341	) (2,595 )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68,585	 (5,�32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5,314	) (�9,076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48,942	 53,�78
  退休金計劃供款  2,334	 2,352
  長期服務金撥備  428	 52
  減：被沒收之供款***  –	 –    

  退休金計劃供款淨額  2,762  2,404    

  51,704	 55,582    

租金收入總值  (7,438	) (5,274 )
賺取租金之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開支
 （包括維修及保養）  560	 36�    

租金收入淨值  (6,878	) (4,9�3 )    

匯兌差額，淨額  (1,237	)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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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項目已於綜合損益表「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一欄內列賬。

** 該等項目已於綜合損益表「銷售成本」一欄內列賬。

*** 於2009年3月3�日，本集團並無減低未來退休金計劃供款之已沒收供款（2008年：
無）。

**** 於過往年度，該結餘於綜合損益表「其他收入及收益」一欄內列賬。年內，該結餘於綜
合損益表「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一欄內列賬。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根據年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6.5%（2008年：�7.5%）作提撥
準備。較低之香港利得稅稅率自2008╱09年課稅年度起生效，因此可應用至截至2009年3月
3�日止全個年度在香港賺取之應課稅溢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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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200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集團：
 本年－香港
  年內計提 860	 �,��7
  往年超額撥備 –	 (24 )
 本年－中國內地 864	 3�9   

 1,724	 �,4�2
 遞延稅項 4,084	 4,635   

年內稅項支出 5,808  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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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經營所在地區之法定稅率計算之除稅前溢利之適用稅項開支，與
按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開支之對賬，以及適用稅率（即法定稅率）與實際稅率之對賬如下：

	 香港		 中國內地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集團－ 2009年
除稅前溢利╱（虧損） (41,566	)	 4,817		 (36,749	)
     

法定稅率 16.5%		 25%
按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項 (6,858	)	 1,204		 (5,654	)
稅率降低對年初遞延稅項之影響 (113	)	 –		 (113	)
就過往期間遞延稅項之調整 (383	)	 952		 569
免繳稅收入 (3,985	)	 (87	)	 (4,072	)
不可扣稅支出 617		 1,492		 2,109
取消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2,098		 –		 2,098
未確認稅項虧損 12,110		 –		 12,110
抵銷過往期間產生之稅項虧損 (1,239	)	 –		 (1,239	)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 2,247		 3,561		 5,808
     

 香港  中國內地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集團－ 2008年
除稅前溢利 47,363  4,902  52,265
     

法定稅率 �7.5%  33%
按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項 8,288  �,6�8  9,906
就過往期間當期稅項之調整 (24 ) –  (24 )
就過往期間遞延稅項之調整 (�,3�6 ) �,767  45�
免繳稅收入 (5,353 ) (�,306 ) (6,659 )
不可扣稅支出 760  3,695  4,455
取消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7  –  �7
抵銷過往期間產生之稅項虧損 (2,099 ) –  (2,099 )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 273  5,774  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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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2009年	 200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港幣�仙（2008年：港幣�仙） 11,638	 ��,638

中期特別－每股普通股港幣�仙（2008年：港幣2.8仙） 11,638	 32,587

擬派末期－每股普通股港幣零仙（2008年：港幣0.9仙） –	 �0,474

擬派末期特別－每股普通股港幣2仙（2008年：港幣4.3仙） 23,276	 50,045   

 46,552	 �04,744
   

派發本年度末期特別股息之建議須待本公司股東於下一次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
方可作實。

6.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是根據以下項目計算：
	 集團
 2009年	 2008年

 港元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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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7,000	) 46,3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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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由於截至2009年及2008年3月3�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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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虧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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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項及票據

	 集團
 2009年	 200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項及票據 139,496	 �40,883
減值 (127,419	)	 (�27,878 )   

 12,077	 �3,005
   

本集團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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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通常須於發
票發出後30日內結賬，但部份長期顧客的賬期可延長至�20日。每位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
額，並由高級管理層預先批准。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未償還之應收賬款，並設有信貸控制
部門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層管理人員定期檢視逾期賬款。鑑於上文所述以及本集團之
應收賬項與多位不同客戶有關，故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

按逾期日計算，以下為扣除減值後應收賬項及票據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

	 集團
 2009年	 200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3個月 12,071	 �2,72�
4至6個月 5	 52
7至9個月 1	 66
9個月以上 –	 �66   

 12,077	 �3,005
   

應收賬項及票據減值撥備之變動如下：

	 集團
 2009年	 200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4月�日 127,878	 �4�,404
已確認減值虧損 230	 30
列作無法收回之撇銷款項 (30	) (��,7�9 )
減值虧損回撥 (659	) (�,837 )   

於3月3�日 127,419	 �2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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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應收賬項及票據減值撥備包括就賬面值港幣�27,4�9,000元（2008年：港幣�27,878,000
元）之個別應收賬項作出減值撥備港幣�27,4�9,000元（2008年：港幣�27,878,000元）。該等
個別出現減值之應收賬款及票據涉及陷入財政困境或違約或拖欠還款之客戶，並預計只能
追回一部分有關應收賬項。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

被視為未減值之應收賬項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2009年	 200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並非逾期或減值 8,006	 7,605
逾期少於�個月 3,804	 2,669
逾期�個月或以上 267	 2,73�   

 12,077  �3,005
   

並非逾期或減值之應收賬項與大量不同背景之客戶有關，而彼等近期並無近期欠款紀錄。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項與多名與本集團有良好還款記錄之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
驗，本公司董事認為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因為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而該等
結餘仍被視為可全數收回。本公司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

8.	 應付賬項及票據

根據購買貨品及獲得服務之日期計算，應付賬項及票據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集團
 2009年	 2008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3個月 16,111	 �8,697
3個月以上 1,634	 2,637   

 17,745	 2�,334
   

本集團之應付賬項及票據為免息，且通常須於30日期限內繳訖。



- �0 -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2009年及2008年3月3�日止年度業務分類之收益、溢利╱（虧損）
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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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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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838  �93,358 	 121,446	  �29,260  –	  –  –	  –  325,284	  322,6�8
 部門間之銷售	 30,078	  26,77�  3,434	  3,396  –  –  (33,512	) (30,�67 ) –	  –
 其他收入及
  收益 –	  �56  –	  – 	 22,155	  29,734  –	  –  22,155	  29,890                   

 總計 233,916  220,285 	 124,880	  �32,656  22,155	  29,734  (33,512	) (30,�67 ) 347,439  352,508                   

分類業績 6,292	  (3,864 ) 4,550	  7,764  (60,964	) �7,082  –	  –  (50,122	) 20,982
               

利息收入及
 未分配收益                 13,373	  3�,283                   

除稅前溢利╱
 （虧損）                 (36,749	) 52,265
稅項                 (5,808	) (6,047 )                   

本年度溢利╱
 （虧損）                	 (42,557	) 46,2�8                   

	 產品銷售	 服務	 企業及其他	 綜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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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63,041	  49,844  53,336	  59,�65  328,990	  396,2�4  445,367	  505,223
未分配資產             615,574	  689,366               

總資產            	 1,060,941  �,�94,589
               

分類負債 82,320	  84,495  8,808  ��,�65  9,214	  �3,987  100,342	  �09,647
未分配負債             12,706	  ��,054               

總負債             113,048	  �20,70�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確認預付
  土地租金 4,004	  3,9�7 	 7,297	  9,730 	 3,144	  3,40�  14,445  �7,048
 資本開支 2,377  �,809  6,024	  5,37�  124  �47  8,525	  7,327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	  –  –	  –  (5,314	) (�9,076 ) (5,314	) (�9,076 )
 應收賬項及票據
  減值回撥，淨額 (429	) (�,807 ) –	  –  –	  –  (429	) (�,807 )
 存貨撥備回撥 (1,081	) (267 ) –	  – 	 –	  –  (1,081	) (2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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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2009年及2008年3月3�日止年度地區分類之收益、若干資產及開
支之資料。

	 香港	 中國內地	 綜合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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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外界客戶之銷售 325,284	 322,6�8  –	 –  325,284  322,6�8           

其他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 942,203	 �,078,903  118,738	 ��5,686  1,060,941	 �,�94,589
 資本開支 8,525  7,327  –	 – 	 8,525	 7,327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收益及溢利╱虧損

集團截至2009年3月3�日止年度的收益總額為港幣3.25億元，較之前一年度輕微上升
0.8%。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為港幣4,200萬元。每股虧損為港幣3.63仙。

產品銷售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即影即有產品的銷售錄得驕人增長，市場亦擴展至工業及家用層
面。即影即有產品的累計銷售額較去年增加�03.8%。另一方面，數碼相機仍然是總收入
最高的產品。如過去數年，集團於市場推出多款新型數碼相機。

由於愈來愈少人使用傳統菲林產品，令傳統產品的銷售額持續下跌。於回顧年內，彩色
相紙及沖印藥液的銷售額下跌8.5%，而彩色菲林的銷售額則下跌35.4%。

集團的主要核心產品仍然是頂尖及高質量的數碼及影像產品。為爭取市場佔有率，本集
團將舉辦更多宣傳活動，以及擴展富士數碼激光沖印服務(FDi)網絡。而員工於數碼產品
及科技知識方面的培訓仍十分重要。

沖印及技術服務

總收益達港幣�.2�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6%。為控制開支，本集團將門店數目由87間削
減至80間，同時將「數碼站」數量由220台增至225台。



- �2 -

「快趣印」個人化影像禮品的總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增加49.2%，而「FotoPress」打印服務之總
銷售額則增加�7%。

因金融海嘯的直接影響，快圖美門店錄得之相片沖印總數為6,400萬張，較去年下跌
�0.4%。數碼相片的印刷總數下跌至5,870萬張，較去年同期減少6.7%。

快圖美Fotobook需求強勁，銷售額較去年增加372.8%。鑑於Fotobook的銷售額奏捷，
集團將更進一步推出中文版的Fotobook軟件，而來年亦將會開發更多預定版面設計及插
圖。

品牌管理

為加強本集團的品牌形象，本集團已推出多個計劃，擴展FDi網絡及覆蓋率。本集團透過
舉辦聯合宣傳活動，進一步推廣FDi品牌。

本集團已舉辦及推出多項引起家庭及青少年興趣的推廣活動及廣告，提升品牌的知名
度。集團對企業進行直接銷售，大力為品牌建立形象，提升客戶忠誠度。

互聯網及數碼媒體的使用持續增加，為配合此情形，快圖美已翻新網站及改善網上會員
計劃。

年內，本集團亦與若干夥伴推出聯合推廣計劃。快圖美獲香港郵政局委任向公眾提供「心
思心意郵票」特別訂製服務。

為了優化快圖美遼闊的分銷網絡，快圖美已與供應商開拓其他商機，為某些特定服務擔
當支援中心的角色。

快圖美擬透過替其與影像相關的軟硬體升級，進一步使其優質服務更臻完美，以滿足日
益壯大之宣傳活動市場的需求。本年度集團邀請了年輕流行歌手兼唱片騎師范振鋒參與
在著名雜誌一連四集的廣告特輯。

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保持理想及穩健。本集團於2009年3月3�日之現金及銀行
結餘約為港幣6.�億元，資產負債比率為零。年內錄得之貿易應收賬項為港幣�,200萬元，
存貨則為港幣4,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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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計劃憑藉Fotobook業務的出色表現，進一步積極擴展中國市場。為配合有關發
展，集團將引進嶄新軟件，以整合中文版Fotobook和集團現有的「數碼站」。本集團預期
Fotobook將成為擴展內地市場的平台。

本集團將開發更多網上計劃，指導客戶認識Fotobook的文化藝術價值，並鼓勵客戶使用
個人化服務及網上訂購系統。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進一步了解客戶需要，並會進行更多調查，留意年青一代的消費模
式。年青一代為本集團的重要目標市場，此舉將有助本集團更透徹了解他們對新媒體及
數碼產品發展的喜好。

鑒於全球經濟衰退的復甦跡象已漸次呈現，本集團預期旅遊業將再次興旺，帶動更多中
國旅客訪港。屆時將無疑振興數碼影像業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2009年8月��日（星期二）至2009年8月�4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為確保享有擬派發之末期特別股
息，以及出席本公司將於2009年8月�4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的資格，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2009年8月�0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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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號金
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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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包括四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
團截至2009年3月3�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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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止整個年度內，已遵照主板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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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更有效及有效
率地策劃及執行商業決定及策略；

(2) 非執行董事並無與本公司訂立任何服務協議且無特定任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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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成員

於本公告日期，孫大倫博士為董事會主席，孫道弘先生為董事會副主席，鄧國棠先生及
吳玉華女士為執行董事；區文中先生、李家暉先生、劉暉先生及黃子欣博士則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

代表董事會
孫大倫
主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2009年6月25日

http://www.chinahkphot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