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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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股份代號：599）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41,815 298,491
銷售成本 (127,278) (181,197)

  

毛利 114,537 117,294
其他收益 1,889 481
分銷成本 (43,041) (44,280)
行政開支 (38,928) (43,651)

  

經營溢利 34,457 29,844
財務費用，淨額 (744) (639)

  

除所得稅前溢利 5 33,713 29,205
所得稅開支 6 (6,494) (5,774)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本期間溢利 27,219 2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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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 匯兌虧損 (862) (522)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除稅後 (862) (52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除稅後 26,357 22,909
  

按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計算之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8 4.5港仙 3.9港仙 1

  

1 已就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發行紅股之影響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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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6,735 148,584
 投資物業 28,400 28,4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3,084 3,158
 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及其他應收款 18,561 19,083

  

196,780 199,225
  

流動資產
 存貨 192,619 130,628
 可收回當期所得稅 – 3,773
 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126,503 148,315
 衍生金融資產 – 1,310
 受限制現金 2,966 2,96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7,477 127,781

  

439,565 414,773
  

總資產 636,345 613,998
  

權益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權益
 股本 60,060 30,030
 儲備 349,094 394,805

  

總權益 409,154 42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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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 72,560 69,264
 應派股息 42,042 –
 預收款項 54,760 39,614
 衍生金融負債 – 377
 借款 34,761 58,851
 當期所得稅負債 6,526 4,515

  

210,649 172,621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542 16,542

  

總負債 227,191 189,163
  

總權益及負債 636,345 61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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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1.1 會計政策

除下述者外，誠如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述，所應用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澄清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賬目之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採納此等修訂本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
況構成重大財務影響。

中期期間之所得稅乃採用將適用於預期年度溢利總額之稅率累計。

2.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需要管理層作出對會計政策應用及對所呈報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
之金額構成影響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此等估計。

於編製此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就應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所作出之重大判斷以及估計
不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
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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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風險管理

3.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面對不同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利率風險及外匯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
資金風險。

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露事項，故
應與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自年末以來，本集團之風險管理控制或任何風險管理政策概無任何變動。

3.2 流動資金風險

與年末相比，金融負債之合約未貼現現金流出並無重大變動。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進口、批發、零售及╱或安裝建築五金、
衛浴、廚房設備及傢俬以及向中國之物業發展商提供建築服務。已確認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銷售 205,744 228,780

合約收益 36,071 69,711
  

241,815 298,491
  

主要報告形式 — 業務分部

批發分部之收益主要來自進口、向承建商、物業發展商及經銷商批發建築五金、衛浴設備、
傢俬及廚房設備，以及提供廚房設備及傢俬安裝服務。

零售分部之收益則主要透過本集團之零售店舖進口及銷售建築五金、衛浴設備、傢俬及
廚房設備，以及提供廚房設備安裝服務。

建築及裝修分部之收益來自主要於中國進行之建築及裝修合約。



– 7 –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批發 零售
建築

及裝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對外客戶分部收益 195,602 45,681 532 241,815
    

可匯報之分部溢利╱（虧損） 36,247 8,525 (1,653) 43,119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批發 零售
建築

及裝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分部資產 268,412 72,935 3,736 345,083
    

可匯報之分部負債 89,335 38,906 1,601 129,842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批發 零售
建築

及裝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對外客戶分部收益 243,313 54,901 277 298,491
    

可匯報之分部溢利╱（虧損） 27,336 9,131 (1,931) 34,536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批發 零售
建築

及裝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分部資產 255,161 53,671 3,581 312,413
    

可匯報之分部負債 76,791 33,477 1,685 11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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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經營分部合計資料與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呈列本集團之主要財務數據對賬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分部溢利總額 43,119 34,536

未分配企業收益 1,416 502

未分配企業費用 (10,078) (5,194)

財務費用，淨額 (744) (639)
  

除所得稅前溢利 33,713 29,205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分部資產 345,083 312,413

遞延所得稅資產 3,084 3,158

其他企業資產 288,178 298,427
  

集團資產 636,345 613,998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分部負債 129,842 111,953

遞延所得稅負債 16,542 16,542

借款 34,761 58,851

其他企業負債 46,046 1,817
  

集團負債 227,191 18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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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呈列之資料

對外客戶收益 非流動資產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225,538 244,362 189,342 190,632

中國 16,277 53,356 7,124 8,275

其他 – 773 314 318
    

合計 241,815 298,491 196,780 199,225
    

5. 開支分類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成本 112,676 174,25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392 6,115

物業經營租賃付款 24,545 23,986

計入存貨成本之滯銷存貨（撥備撥回）╱撥備 (1,672) 1,192

包括董事薪酬之員工成本 32,604 36,136
  

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五年：16.5%）之稅率計算。海
外溢利之稅項乃就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費用包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5,613 4,736

 中國企業所得稅 881 1,038
  

6,494 5,774

遞延所得稅 – –
  

本期間稅項開支 6,494 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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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中期股息1.5港仙（二零一五年：1.5港仙，經重列 1）。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二零一五年：1.5港仙，經重列 1） 9,009 9,009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1.5港仙（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1.5港仙，經重列 1）。該中期股息並無於本集團本期間
之中期財務資料內反映為應派股息。其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在股東
權益中確認。

1 每股股息數據已就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發行紅股之影響作出調整。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集團之本期間溢利27,21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23,431,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600,600,000股普通股（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600,600,000股普通股，經重列（附註））計算。由於本公司於本期間並無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故本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附註：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已作調整，以反映本公司之紅股發行（基準為每持有一股當
時之現有股份獲發一股紅股）之影響。紅股發行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完成。

9. 資本開支及出售

於本期間，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資本開支約3,60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154,000港元）。於本期間並無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一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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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

包括在結餘內之未作減值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計）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90天 63,807 98,763

91至365天 34,936 19,625

超過365天 6,206 5,083
  

104,949 123,471
  

本集團大部分銷售之信貸期介乎30至90天，在若干情況下，客戶可獲延長信貸期至120天。

11. 應付賬款

包括在結餘內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天 47,214 45,825

91至365天 148 54

超過365天 7 939
  

47,369 4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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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宣佈派發截至二
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5港仙，經重列 1）。有關股息將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星
期三）向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分別
於開曼群島或香港存置之股東總冊或分冊（統稱「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

1 就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發行紅股之影響作出調整。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四）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星
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享有獲派發中期
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
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雅柏勤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營運回顧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進口及透過零售店舖銷售建築五金、衛浴、傢俬及廚房設備
予承建商、物業發展商及經銷商，亦提供廚房設備及傢俬安裝服務。

社會、政治及經濟環境多方面面臨重重挑戰，全球經濟表現（包括香港）將在未
來一年受制於各種未知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面
對上述因素，本地置業市場意欲仍然強烈。大型地產發展商採取進取的銷售
策略刺激一手住宅銷情，因此對二手樓市造成影響。由於我們大部分進口貨
品來自歐洲，歐元於低位徘徊有利我們繼續以較低成本採購。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總 營 業 額 較 去 年 同 期 減 少
19.0%；其對純利之影響被毛利率增加及經營開支減少所抵銷。

收益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總營業額為241.8百萬港元，較
上年度之上半年期間減少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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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業務分部劃分之收益

對外客戶收益
佔銷售額百分比 (%)未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動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批發 195,602 243,313 (19.6) 80.9 81.5
零售 45,681 54,901 (16.8) 18.9 18.4
建築及裝修 532 277 92.1 0.2 0.1

     

241,815 298,491 (19.0) 100 100
     

按業務分部劃分之盈利能力

可匯報之分部溢利
佔銷售額百分比 (%)未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動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

批發 36,247 27,336 32.6 18.5 11.2
零售 8,525 9,131 (6.6) 18.7 16.6
建築及裝修 (1,653) (1,931) 14.4 (310.7) (697.1)

     

合計 43,119 34,536 24.9 17.8 11.6
     

批發分部之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19.6%至195.6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243.3百
萬港元），主要由於本期間樓宇落成升幅放緩。歐元兌港元疲弱，繼續帶動項
目銷售毛利率上升。於本期間，我們為藍塘傲、香島、䨇寓及海翩滙等項目供
應產品。

零售分部之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16.8%至45.7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54.9百萬
港元）。於本期間，一手住宅佔據市場大部份成交，二手市場交投相對疏落，
導致裝修需求及零售銷售下降。

雖然營業額由298.5百萬港元顯著減少19.0%至241.8百萬港元，惟整體毛利僅較
去年同期減少2.4%至114.5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117.3百萬港元）。營業額減少
主要由於受住宅物業發展項目落成速度影響，而歐元疲弱則導致毛利減幅較
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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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經營溢利為34.5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29.8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15.5%。除稅後溢利約為27.2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23.4百萬港元），較去
年同期增加16.2%。

純利增加乃由於經營開支減少。由於本期間的花紅派發減少，行政開支及分
銷開支金額下降6.8%至82.0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87.9百萬港元）。我們繼續
監控成本及維持資源之有效利用。此外，我們致力整合銷售網絡。再者，由於
香港零售業繼續放緩，影響商舖物業市場，使租金開支更趨穩定。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財務管理政策拓展在香港及中國之業務。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分別為2.1（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4）
及1.2（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6），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則約為117.5百萬
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27.8百萬港元）。

存貨增至192.6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30.6百萬港元），主要由
於期末之在途貨物及所下批量項目訂單增加，預期上述項目將於財政年度下
半年交付予客戶。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及其他應收款減至126.5百萬港元（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48.3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呈淨現金狀況。資產負債比率並不適用（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相同）。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有息借款（包
括應付票據及信託收據貸款）減至34.8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58.9百萬港元）。

財務政策

借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港元（「港元」）及歐元計值。管理層將不斷
監察本集團面對之外匯風險。於本期間，我們訂立若干簡單遠期合約，以購
買歐元結付採購價。

或然負債

我們致力妥善管理現金流量及資本承擔，確保具備充足資金應付現行及未來
現金需求。我們在依期履行付款責任方面未曾遭遇任何困難。所抵押資產為
已按揭之收購物業及若干銀行存款。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向客
戶發出履約保證約23,16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6,46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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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合約擔保，其中受限制現金2,96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966,000
港元）持作履約保證之擔保。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除零售店舖及貨倉之
租賃承擔以及項目之履約保證外，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財務承擔及或然負債。

未來展望

受全球化影響，世界各地之政治及經濟發展將繼續影響其他地區，為全球（包
括區域及地方經濟）之發展前景帶來不確定因素。投資及貨幣匯率將受各國政
治事件影響（例如美國總統大選（註：特朗普當選新總統）及歐洲各國選舉），令
來年環球經濟更難以預測。歐元可能持續偏軟。美國潛在加息或會增加香港
置業負擔，對樓價造成不利影響。環球金融不確定因素將促使人們儲蓄而非
消費，令經濟活動及業務放慢。

在香港，受惠於政府的賣地政策，近年一手住宅供應漸趨增加，並預料穩步
上升。然而，房屋需求殷切，將繼續推動物業市場，政府預期增加新建築項目
將長遠穩定價格。我們將努力不懈，發揮優質售後服務的優勢，與具規模的
物業發展商、建築師及設計師合作。我們對未來業務前景抱持審慎態度。

在加強優勢之餘，我們仍對各項外在可能發生之因素保持警惕，以維持競爭力。
樓市受環球及香港經濟表現影響。此外，香港政府所推行財政及財務政策可
能對香港房地產市場造成不利影響，繼而影響我們的業務表現及業績。（註：
為遏止樓宇炒賣及維持房屋負擔能力以穩定樓市，香港政府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四日宣佈新一輪遏抑樓市措施，即時生效。個人或公司購買住宅物業
之適用印花稅率劃一調高至15%，首次置業之香港永久居民可獲豁免。上述措
施或會對市場成交（尤其是中小型住宅單位（而此將影響我們的零售業務））造
成直接影響，但由於低息環境仍然存在，該等新措施長遠對樓價之成效有待
觀察。）我們將繼續監察市場趨勢，並相應調節本身之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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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日刊發之公告，本公司正考慮擬將本集團
之廚櫃及傢俬業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分拆作獨立上市。
公告之詳細內容可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閱覽。

可持續發展

客戶

本集團致力成為領先之優質建築五金、衛浴、廚房設備及傢俬供應商。我們
因應客戶之生活方式供應產品，切合客戶所需，務求提升本集團之品牌價值。
我們著重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以滿足客戶需要，讓客戶領略我們貫徹「誠懇」
及「質素」之宗旨；透過為集團建立品牌價值及信譽取信於客戶，令本集團與
客戶建立鞏固關係，為日後發展作好準備。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員工人數為162名（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169名）。

我們相信本集團之成就、長遠增長及發展，有賴員工之質素、表現及承擔。我
們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以吸納、留聘及鼓勵能幹人才。此外，本集團提
供醫療補助及交通津貼等僱員福利。本集團提供子女獎學金，照顧員工之家
庭生活。

環境

我們致力將污染程度減至最低，透過保育天然資源、減少使用能源及製造廢
物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我們首先以負責任之態度進行商業活動，並在經營
業務時（例如採購營運所需耗材）考慮對環境影響，以及培養環保意識及回收
資源。我們的零售店舖、貨倉及辦公室一律採用慳電燈泡。我們積極向員工
灌輸環保意識，鼓勵員工在可能及切實可行之情況下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至
於在公幹地點遠離公共交通設施之情況，則安排多人同乘一部汽車。作為家
居產品供應商，我們為市場供應各類綠色產品，例如節約用水之水龍頭及環
保感應水龍頭。我們致力協助社會實踐「環保」概念，以下一代福祉為依歸，致
力為可持續未來及全球環境盡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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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本集團致力融入營運所在地之社區，並鼓勵業務夥伴及員工一同實踐，為鄰
里出一分力。關懷社區最終惠及我們下一代。

供應商

本集團亦明白與供應商及業務夥伴維持良好關係之重要性，有助實現長期業
務目標。因此，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與彼等維持良好溝通、主動交流構思及適
時分享最新業務資訊。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守則」）所有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A.1.8，本公司應就其董事可能會面對之法律行動作適當之投保
安排。本公司已為董事投保，有關安排自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起生效；而於
上述日期前，概無作出任何投保安排。

根據守則條文C.2.5，本公司應設立內部審核職能。礙於目前經營規模，本公司
並無內部審核部門。董事會直接負責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以及
檢討其成效。董事會將因應集團發展的需要，不斷檢視此安排。

遵守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個別
查詢，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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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梁光建太平紳士（主席）、黃華
先生及溫思聰先生。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
常規，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等事項，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本期間，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刊發財務資料

本業績公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ebon.com.hk)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
站 (www.hkexnews.hk)。本公司之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將適時寄發予股東並
於上述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謝新法
主席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網址：www.ebon.com.hk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謝新法先生、
謝新偉先生、謝新寶先生、謝漢傑先生及劉紹新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梁光建太平紳士、黃華先生及溫思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