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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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業績公告

摘要

• 溢利受經濟衰退及商譽和商標減值影響

• Fotobook及網上印刷於經濟不景下持續增長

•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年度派發末期股息

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5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886,668 966,658

銷售成本 (685,563) (746,612)
  

溢利總額 201,105 220,046

其他收入及收益 2 12,481 12,177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13,966 7,532

銷售及分銷費用 (136,829) (136,170)

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 (21,722) (29,853)

行政開支 (76,890) (68,676)

商譽及商標減值 (57,810) (35,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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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015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虧損 (65,699) (30,82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147) (625)
  

除所得稅前虧損 3 (65,846) (31,447)

所得稅開支 4 (3,018) (2,377)
  

本年度虧損 (68,864) (33,824)
  

（虧損）╱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70,480) (33,289)
 非控股權益 1,616 (535)

  

(68,864) (33,824)
  

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6

 基本 （港幣5.95仙）（港幣2.81仙）
  

 攤薄 （港幣5.95仙）（港幣2.81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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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虧損 (68,864) (33,824)
  

其他全面虧損：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差額 (918) (200)

  

本年度其他全面虧損 (918) (200)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69,782) (34,024)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71,398) (33,489)
 非控股權益 1,616 (535)

  

(69,782) (3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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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6年3月31日

2016年 2015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4,717 83,189
投資物業 190,785 177,185
商譽 – 44,207
商標 – 14,388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按金 12,687 13,894
遞延稅項資產 183 293

  

非流動資產總額 278,372 333,156
  

流動資產
存貨 158,002 196,675
貿易應收賬項 7 63,034 37,073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0,169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35,605 35,668
可收回稅項 765 21
現金及銀行結餘 260,701 270,192

  

流動資產總額 528,276 539,629
  

總資產 806,648 872,78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8,532 118,532
儲備 549,777 621,175

  

668,309 739,707
非控股權益 1,064 (552)

  

總權益 669,373 73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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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015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應計負債 4,685 5,773
遞延稅項負債 25,276 23,721

  

非流動負債總額 29,961 29,49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項及票據 8 45,774 43,016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53,051 52,161
應付稅項 8,489 8,959

  

流動負債總額 107,314 104,136
  

總負債 137,275 133,630
  

權益及負債總額 806,648 87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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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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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本年度之綜合財
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和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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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上述新訂和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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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發生任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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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扣除退貨及折扣撥備）；及(ii)提供
攝影及沖印產品技術服務、專業影音顧問、訂製、設計及安裝服務之收入。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產品銷售 727,867 832,437
提供服務之收入 158,801 134,221

  

886,668 966,658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2,234 3,107
租金收入總值 7,388 7,228
其他 2,859 1,842

  

12,481 1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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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9,711 19,567
商譽及商標減值 57,810 35,87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 – 175
攤銷商標 785 785
存貨撥備 2,492 682

  

4.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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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015年：16.5%）計提撥
備。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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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稅項－香港
 年內計提 642 3,165
 往年超額撥備 (503) (594)

當期稅項－中國 1,081 817
 往年超額撥備 – (227)

  

1,220 3,161
遞延稅項 1,798 (784)

  

所得稅開支 3,018 2,377
  

5. 股息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每股普通股零（2015年：港幣1仙） – 1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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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根據以下項目計算：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虧損 (70,480) (33,289)

  

股份數目
2016 2015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 1,185,318,349 1,185,318,349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2016年及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
未就該等年度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作出攤薄調整。

7. 貿易應收賬項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項 63,732 37,878
減：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撥備 (698) (805)

  

63,034 37,073
  

本集團與顧客之交易主要以現金或賒賬方式進行。就賒賬銷售而言，信貸期一般為15至30
日，但部份信用良好的長期顧客賬期可延長至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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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視逾期賬款。

於2016年3月31日，約港幣19,574,000元（2015年：零）的貿易應收賬項乃應收一名單一外界
客戶。餘下結餘乃與大量多元化客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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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付款到期日計算，以下為扣除減值後貿易應收賬項於年末之賬齡分析：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50,856 25,634
1至3個月 10,799 7,682
3個月以上 1,379 3,757

  

63,034 37,073
  

貿易應收賬項減值撥備之變動如下：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4月1日 805 728
年內撥備 (78) 78
匯兌調整 (29) (1)

  

於3月31日 698 805
  

該等個別出現減值之貿易應收賬項涉及陷入財政困境、違約或拖欠還款之客戶。本集團並
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採用其他提升信貸措施。

被視為未減值之貿易應收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並非逾期或減值 50,856 25,634
逾期少於1個月但未減值 8,838 6,521
逾期1個月或以上但未減值 3,340 4,918

  

63,034 3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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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逾期或減值之貿易應收賬項與多位不同客戶有關（包括一名單一外界客戶的港幣
19,574,000元（2015年：零）），而彼等近期並無欠款紀錄。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貿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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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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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提升信貸措
施。

本集團貿易應收賬項之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並以港幣計值。

於報告日期所面臨的最大信貸風險為貿易應收賬項之賬面值。

8. 貿易應付賬項及票據

根據購買貨品及獲得服務之日期計算，貿易應付賬項及票據於年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個月以內 44,805 42,183
3個月以上 969 833

  

45,774 43,016
  

本集團之貿易應付賬項及票據為免息，且通常須於30日期限內繳訖。本集團貿易應
付賬項及票據之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已按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四個可呈報的經營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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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製、設計及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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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前溢利╱（虧損））評估。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乃與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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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可收回稅項、現金及銀行結餘、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及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原因為該等資產乃按集團整體基準管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未分配企業負債，原因為該等負債乃按
集團整體基準管理。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按成本值加上約14.65%至28.95%（2015年：23.2%至32.0%）之附加值
計算。

(a) 經營分類

產品銷售 服務 投資 企業及其他 註銷 綜合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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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867 832,437 158,801 134,221 – – – – – – 886,668 966,658
分類間之銷售 29,126 32,065 3,240 3,285 – – – – (32,366) (35,350) – –
其他收入及收益 5,322 3,952 – – 23,862 15,683 104 578 (5,075) (3,611) 24,213 16,602

            

總計 762,315 868,454 162,041 137,506 23,862 15,683 104 578 (37,441) (38,961) 910,881 983,260
            

分類溢利╱（虧損） (77,365) (183) 2,919 (37,693) 15,310 10,777 (8,797) (6,830) – – (67,933) (33,929)
          

利息收入 2,234 3,10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147) (625)

  

除所得稅前虧損 (65,846) (31,447)
所得稅開支 (3,018) (2,377)

  

年度虧損 (68,864) (3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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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銷售 服務 投資 企業及其他 綜合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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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263,325 344,697 38,356 20,858 187,828 175,838 55,490 60,886 544,999 602,279
未分配資產 261,649 270,506

  

總資產 806,648 872,785
  

分類負債 76,425 72,556 10,350 9,564 10,652 10,547 6,083 8,283 103,510 100,950
未分配負債 33,765 32,680

  

總負債 137,275 133,630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8,500 8,308 6,483 6,384 – – 4,728 4,875 19,711 19,567
資本開支1 9,214 21,757 2,776 2,863 – – 170 640 12,160 25,260
商譽及商標減值 57,810 – – 35,878 – – – – 57,810 35,878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 – – – (13,966) (7,532) – – (13,966) (7,532)
存貨撥備 2,492 682 – – – – – – 2,492 682

          

1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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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資料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香港 883,476 966,109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3,192 549

  

886,668 966,658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地區呈列。

 
2016年 201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香港 157,777 215,044
 中國 120,412 117,819

  

278,189 332,863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基於資產所在地區，且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

(c) 有關一名主要客戶之資料

收益中約港幣30,897,000元（2015年：港幣37,438,000元）乃產品銷售分類銷售予單一
客戶所產生之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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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收益及業績

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港幣8.87億元。不包括撇除一次性商譽
及商標減值虧損港幣5,800萬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港幣1,300萬元。董事會不建
議就本年度派發末期股息。

產品銷售

攝影產品

於回顧年內，該分類的數碼攝影產品銷售額下降9.6%。即影即有攝影產品銷售額減少
18.6%。此乃由於宏觀經濟因素以及多個行業的非必需品支出減少。集團繼續推廣其新型
號FUJIFILM相機及配件以促進銷售。

護膚產品

集團護膚產品業務的業績符合管理層預期。年內，該分類於2014年關閉其原有實體店舖
網絡後，繼續在網上銷售平台的構建方面取得進展。集團亦引入多個新升級產品。

消費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

消費意欲疲弱影響消費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的銷售。電視機仍為該分類中銷量最高的產
品，佔該分類總營業額的54.4%。集團現時亦於兩間店舖銷售iPhone及iPad，進一步擴大
其產品組合至具名氣及高需求量的產品。

精品文具

於2015年8月，集團收購kikki.K香港業務的49%，kikki.K為一間國際零售連鎖店，銷售富
有北歐設計風格的文具、禮品及家居用品。於2016年3月31日，有兩間kikki.K專門店在香
港經營。集團財政年度結束後，於2016年5月則另有兩間專門店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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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沖印及技術服務

年內數碼檔案沖印數量為2,677萬張，總數較去年減少9.4%。另一方面，網上客戶沖印銷
量合共為463萬張，按年增加13.7%。

集團影像禮品服務取得良好業績，銷售額較去年增加19.4%。取得成功的其中一個主要因
素為網上DIY禮品服務備受歡迎，增長107.5%。在該分類中，「賞」簿服務表現優異，銷
售額上升187.8%。集團有意專注於該等領域以作為未來的增長動力。整體而言，網上業
務的總銷售額增加51.3%。此乃由於網上DIY禮品服務的成功，以及由於網上相片輸出服
務的銷售額增加28.3%。

專業影音顧問、訂製、設計及安裝服務

集團的專業影音顧問、訂製、設計及安裝服務繼續憑藉最近所得的新經驗，向其他大型
客戶推廣影音項目設計及安裝服務。集團於年內與若干酒店、學校、醫院及政府部門就
待定項目進行積極討論。

品牌管理

集團一如既往地積極推廣其FUJIFILM品牌以及最新型號FUJIFILM相機及配件。於2016
年1月，推出兩款新型號數碼相機，即FUJIFILM X70及FUJIFILM X-Pro2，預計這兩個
可換鏡頭型號將可延續FUJIFILM X系列以質量著稱的良好聲譽。

為吸引客戶將其相機升級至新型號的FUJIFILM產品，集團於2016年1月在其FUJIFILM 
Studio館推出相機以舊換新服務。客戶獲邀以舊型號單反相機及鏡頭換購新型號
FUJIFILM產品，而客戶只需支付產品差額。集團其後將舊相機翻新並捐贈予慈善機構。

FUJIFILM系列產品在年內再次贏得多項享負盛名的國際獎項殊榮，有助刺激本集團銷售
表現。

快圖美於年內參與數個影像及攝影活動，從而在多個客戶分類中擴大品牌知名度。此
外，快圖美Facebook專頁亦於年內被廣泛使用，以推廣活動及推出粉絲特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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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亦針對尚未熟悉證件相拍攝服務的人士投放廣告，以加強其對該項服務的認識。集
團以特別套餐價格吸引客戶額外沖印，成績顯著。

現時作為網上業務營運的ASTALIFT護膚品牌繼續在競爭激烈的香港護膚品市場中打
造出自己的獨有市場。年內成功推出多項新產品，鞏固品牌號召力。於2016年2月，
ASTALIFT推出一個經重新設計的全新網站，讓顧客能更輕鬆方便地購買ASTALIFT產
品。

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分類於回顧年內繼續舉辦多項活動及推廣，包括路演及以舊換新計
劃，以吸引顧客及建立品牌知名度。

財務資源

於回顧年內，集團之財務狀況保持穩健。集團於2016年3月31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港
幣2.61億元，資產負債比率為零。年末錄得之貿易應收賬項為港幣6,300萬元，存貨則為
港幣1.58億元。

展望

集團審慎管理其多元化業務，仔細分析消費習慣的趨勢及發展，並持續專注於創新及提
升，集團確信定能夠渡過此艱難時期，並致力於中長期將集團打造成強大的市場參與者。

例如，自2016年5月起快圖美已與BannerSHOP合作，提供一系列橫額及與展示相關的服
務及產品，包括訂製發泡膠展板、帆布橫額、易拉架、貼紙及海報。在該項合伙中，快
圖美作為該不斷增長的業務的新分銷渠道，在過程中增加了其產品範圍及銷量。

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零售業務方面，集團將繼續著重其多個品牌的高端專業性，以在市
場的眾多參與者中脫穎而出。特別是，集團將充分利用於崇光百貨新開的戰略性門店，
以提升消費者對其產品範圍及技術專長的關注，並繼續利用創新推廣及特別優惠吸引新
顧客。

總而言之，集團正朝多方面發展，從而將目前疲弱的經濟環境轉化為最好的未來優勢。
集團已確定其業務獲得成功及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並正在尋找新方法，利用該等因素
在充滿挑戰的市場中創造額外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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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16年8月18日（星期四）舉行。為釐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
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將於2016年8月16日（星期二）至2016年8月18日（星期四）（包括首
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股東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大會投
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2016年8月15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
交至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以辦理股份過戶手續，地址為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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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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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合共包括四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一名非執行董事。本集團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
認為有關財務報表乃遵照適用之會計準則編製並已作出妥善披露。

審閱全年業績

本集團的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初步
業績公佈中有關本集團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
合全面損益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的草擬綜合財務報表所列載數額核對
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
審計準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Auditing)、香港審閱聘用準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Review Engagements)或 香 港 核 證 聘 用 準 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未對初步業績公佈發
出任何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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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整個年度內，已遵照主板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則」）。

有關企業管治之全面詳情載於本公司2016年之年報。

董事會成員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主席為孫大倫博士、董事會副主席為孫道弘先生，執行董事為鄧
國棠先生及吳玉華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區文中先生、李家暉先生、劉暉先生及黃子
欣博士，非執行董事為馮裕津先生。

代表董事會
孫大倫
主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2016年6月23日
http://www. chinahkphoto.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