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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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30日止6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 綜合收益下跌16.3%

• 集團於本期內錄得港幣800萬元虧損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436,198 520,975

銷售成本 (333,391) (397,908)
  

溢利總額 102,807 123,067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6,386 6,705
銷售及分銷費用 (67,310) (70,454)
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 (11,126) (17,145)
行政開支 (37,433) (35,808)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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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虧損）╱溢利 (6,676) 6,30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147) (625)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6,823) 5,677
所得稅開支 5 (1,176) (1,524)

  

期內（虧損）╱溢利 (7,999) 4,153
  

（虧損）╱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7,896) 4,179
 非控股權益 (103) (26)

  

(7,999) 4,1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 (0.67)港仙 0.35港仙
  

 攤薄 (0.67)港仙 0.35港仙
  

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溢利 (7,999) 4,153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740) 540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8,739) 4,693
  

全面（虧損）╱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8,636) 4,719
 非控股權益 (103) (26)

  

(8,739) 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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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5年9月30日

2015年9月30日 2015年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8,434 83,189
 投資物業 177,035 177,185
 商譽 44,207 44,207
 商標 13,999 14,388
 按金 15,734 13,894
 遞延稅項資產 160 293

  

非流動資產總額 329,569 333,156
  

流動資產
 存貨 179,560 196,675
 貿易應收賬項 8 33,946 37,073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673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28,542 35,668
 可收回稅項 21 21
 現金及銀行結餘 280,628 270,192

  

流動資產總額 526,370 539,62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項及票據 9 42,405 43,016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47,687 52,161
 應付稅項 9,518 8,959

  

流動負債總額 99,610 104,136
  

流動資產淨值 426,760 435,4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56,329 768,649
  

非流動負債
 應計負債 2,272 5,773
 遞延稅項負債 23,641 23,721

  

非流動負債總額 25,913 29,494
  

資產淨值 730,416 739,15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8,532 118,532
儲備 612,539 621,175

  

731,071 739,707
非控股權益 (655) (552)

  

總權益 730,416 73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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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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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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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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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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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本期間之財
務資料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年度改進 2010年至2012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年度改進 2011年至2013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採納此等新準則及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之業績及
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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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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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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溢利（即計量經調整除稅前
（虧損）╱溢利）評估。經調整除稅前（虧損）╱溢利乃與本集團除稅前（虧損）╱溢利貫徹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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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及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各分類之收益及（虧損）╱溢利。

未經審核
 

產品銷售 服務 投資 企業及其他 註銷 綜合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年 2015年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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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574 451,141 71,624 69,834 – – – – – – 436,198 520,975
部門間之銷售 12,360 15,089 1,609 1,631 – – – – (13,969) (16,720)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503 472 2 – 4,423 4,166 – – – – 4,928 4,638

            

總計 377,437 466,702 73,235 71,465 4,423 4,166 – – (13,969) (16,720) 441,126 525,613
            

分類業績 (8,250) 6,451 2,237 307 2,631 1,847 (4,752) (4,370) – – (8,134) 4,235
          

利息收入 1,458 2,06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147) (625)

  

除稅前（虧損）╱溢利 (6,823) 5,677
所得稅開支 (1,176) (1,524)

  

期內（虧損）╱溢利 (7,999) 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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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金收入總值 4,422 4,135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458 2,067
其他 506 503

  

6,386 6,705
  

4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設備項目之虧損（附註(a)） – 63
存貨撥備╱（撥備回撥）（附註(b)） 1,096 (1,724)
銷售存貨成本（附註(b)） 296,331 362,893
提供服務成本（附註(b)） 35,964 36,739
專業及法律費用 840 840
折舊及攤銷 10,299 9,897

  

附註：

(a) 該等項目已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其他經營開支，淨額」一欄內列賬。

(b) 該等項目已於簡明綜合損益表「銷售成本」一欄內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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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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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 1,857
  往年之超額撥備 (138) (414)
－中國內地：
  年內計提 541 444

  

1,053 1,887
遞延稅項 123 (363)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176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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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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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股息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港幣1仙） – 1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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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截至2015年及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項目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虧損）╱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溢利 (7,896) 4,179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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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盈利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15年及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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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及2014年9月30日止6個月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作出攤薄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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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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9月30日

2015年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23,088 25,634
1至3個月 8,871 7,682
3個月以上 1,987 3,757

  

33,946 3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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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9月30日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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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4 42,183
3個月以上 1,401 833

  

42,405 43,0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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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2014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2,764 3,574
離職後福利 36 35

  

給予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總額 2,800 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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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6個月，集團綜合營業額為港幣4.36億元，較去年同期港幣5.21億元
下跌16.3%。

業務回顧

產品銷售

攝影產品

零售市場低迷，集團即影即有攝影產品銷量按年下跌18.6%，數碼產品銷量亦錄得23.6%
跌幅。面對消費意欲疲弱，集團的經銷商態度審慎，紛紛削減數碼產品訂貨量。近月訪
港內地旅客數目大幅下跌亦打擊銷量，而日圓持續貶值，匯率吸引內地旅客前往日本購
買相機。集團將密切留意市況，並採取適當行動。

護膚產品

集團繼續精簡其護膚產品業務，摒棄高成本的實體店舖模式，拓展新營銷渠道，以鞏固
品牌於香港市場的獨有地位。集團在三大範疇發展：於知名美容院及美容護理中心引入
集團的護膚產品，用於面部護理服務；著手於香港多家大型銀行備受歡迎的促銷活動中
推廣其產品及與大型企業洽談企業銷售事宜。上述舉措均處於起步階段，但深信日後將
有助護膚品業務逐步開闢新收入來源。

消費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

集團門市出售的各種消費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中，以電視機的銷量最高，佔此業務分類
總營業額55.8%。儘管此業務分類受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消費情緒疲弱影響，但集團相信按
照政府政策，未來十年將全力增建公共房屋，屆時將會為產品銷量的增長帶來優厚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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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沖印及技術服務

集團的沖印及技術服務業務於回顧期內表現出色。網上業務總銷售按年大幅上升73%。
此乃直接受惠於快圖美網站成功更新，刺激集團各種網上產品及服務銷售全線錄得增
長。集團錄得本財政年度首六個月的網上訂相數目達210萬張，較去年同期上升20.8%。

訂製、設計及安裝服務

集團的訂製、設計及安裝服務自推出以來已在行內建立良好口碑，並於回顧期內落實多
個重大項目，包括一個為觀塘甲級寫字樓宏利金融中心影音系統提供設計、供應及安裝
服務的大型項目。

品牌管理

集團一如以往，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非常積極推廣最新型號FUJIFILM相機及配件，多款
相機型號亦再次贏得享負盛名的國際獎項殊榮。

於回顧期內，影像業務表現出色，並且預料將持續向好。集團繼續利用團購及大量採購
策略吸引較少惠顧的消費者，尤其是在淡季。與此同時，其證件相拍攝服務，按年銷售
增長達14.3%，現時已佔影像業務36.8%。集團認為快圖美能營造舒適便利的環境，由配
備專業器材以至技巧純熟的攝影師提供服務，廣受顧客好評。

集團的DIY禮品銷售為影像業務展現良好的增長潛力，尤其已開發方便消費者的網上DIY
工具，對鼓勵消費者網上訂購個人化產品發揮顯著作用。此外，DocuXpress文件解決方
案服務自推出至今一直錄得穩健增長，因採用先進的富士施樂設備而憑優良質素贏得口
碑。

為建立顧客對集團消費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業務分類的產品及服務的忠誠度，以及提高
公眾對有關產品及服務的認識，集團於2015年4月推出AV Life新會員推廣活動，亦與三
星合辦夏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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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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30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為港幣2.81億元，資產負債比率為零。期內錄得之貿易應收賬項為港幣3,400萬元，存貨
則為港幣1.80億元。

展望

過去數年，集團業務結構經歷重大轉變，當中一些較新的業務仍處於起步階段或正在探
索發展模式，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市況。集團將持續推行一系列措施以推廣產品及服務，
亦非常積極地探索新機遇及業務發展方向，如集團與澳洲精品文具品牌kikki.K設立的聯
營公司最新開設的店舖及全新自助印相機－富士神奇印相站WPS。

就中長期而言，集團相信業務可維持穩健增長，而其核心業務的基礎實力雄厚，將有助
確保近期業績下滑只屬暫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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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名非
執行董事。於2015年11月25日經董事會批准之本集團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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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核數師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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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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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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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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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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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孫大倫

香港特別行政區，2015年11月25日
http://www.chinahkphot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