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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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業績。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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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附註 1.2）

收益 4 231,957 190,267
銷售成本 (139,745) (117,743)

  

毛利 92,212 72,524
其他收益 3,022 76
分銷成本 (42,874) (34,650)
行政開支 (35,593) (26,261)

  

經營溢利 16,767 11,689
財務費用，淨額 (662) (332)

  

除稅項前溢利 5 16,105 11,357
稅項開支 6 (4,203) (1,285)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本期間溢利 11,902 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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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附註 1.2）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差異 107 78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除稅後 12,009 10,856
  

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 8 4.0港仙 3.4港仙
  

股息 7 3,003 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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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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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05 141,493
 遞延稅項資產 2,273 2,273
 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項及
  其他應收款項 17,910 15,205

  

163,388 158,971
  

流動資產
 存貨 189,464 185,055
 可收回稅項 2,353 2,193
 應收賬款、應收保留款項及
  其他應收款項 10 111,852 111,1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791 33,457

  

335,460 331,868
  

總資產 498,848 490,839
  

權益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權益
 股本 30,030 30,030
 儲備 267,391 255,382

  

總權益 297,421 285,412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69,401 48,342
 預收款項 46,203 46,989
 借款 31,346 89,719
 當期稅項負債 10,949 6,509

  

157,899 191,55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3,861 13,868
 借款 29,667 –

  

43,528 13,868
  

總負債 201,427 205,427
  

總權益及總負債 498,848 490,839
  

流動資產淨值 177,561 140,30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0,949 29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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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
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
編製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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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財務資產轉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財務資產與財務負債之

 互相抵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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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因更正過往期間差誤而重列

在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集團
發現所呈列的比較財務資料有若干差誤。各項過往期間差誤的性質詳述於下文附註
1.2(a)至 (e)。受去年更正影響的各財務報表項目的金額於下文附註1.2(f)的圖表內呈列。

(a) 過時存貨撥備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應用之一項過時存貨撥備金額的估計政策，
主要參考存貨於各報告日的賬齡。一般而言，以往作出撥備的基準為存貨於購
入達九個月後即被視為未能出售，此後每月將提取相等於存貨成本的10%的撥備，
直至扣除撥備後存貨賬面成本淨值減至零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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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估計過時存貨的基準並無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如本集團過往即使作出撥備，
仍能按成本或高於成本的價格出售存貨的記錄，或於報告期間結束後但在刊發
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前出售的存貨金額。鑒於管理層在過往期間的財務報表刊
發之時已經得悉或可合理地預期彼等能取得有關此等因素的資料，惟管理層仍
未計及該等資料，過往估計存貨撥備金額的基準不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 — 

存貨，該準則規定估計可變現淨值時須以作出估計當時最可靠的憑證為根據。

本集團根據於各報告日可得的資料進行重新評估，認為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應減少3,440,000港元，並對相關稅項賬目作出相應
調整，詳情載於附註1.2(f)。

(b) 確認購股權開支的時間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向若干董事及僱員授出7,700,000份購股權，
估計公允值總額為2,047,000港元。該等購股權的歸屬期為一年。該等購股權的全
部公允值即時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全面收益表確認為
開支。然而，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購股權價值應
於購股權所需的一年歸屬期內確認為開支，而非即時確認。因此，截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入行政開支的以股份支付之款項開支應增加約1,023,000

港元，而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相關購股權儲備則應減少683,000港元。

(c) 就客戶按金以現金基準確認收益

本集團一般要求客戶於貨物付運前支付按金。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錯誤地在貨物付運前將若干客戶按金確認為收益。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18號 — 收益，銷售貨物所得收益於所有權之重大風險及回報轉移時確認，
一般與貨物付運及所有權移交客戶之時間重叠。為反映向客戶轉移貨物的所有
權風險及回報的適當時間，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應增加
3,275,000港元，相關稅項賬目亦須作出相應調整，詳情載於附註1.2(f)。

(d) 重新分類進貨運費及經翻新零售店之折舊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進貨運費約2,756,000港元錯誤地被分類
為分銷成本。然而，此等費用應於存貨售出時計入銷售成本。此外，本集團錯誤
地將與經翻新零售店有關的折舊開支2,260,000港元分類為行政開支。此等開支
與本集團銷售活動有關，應被分類為分銷成本。由於以上所述使然，截至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成本應增加2,756,000港元，而分銷成本及行政
開支則應分別減少496,000港元及2,26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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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資本化進貨運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支銷存貨的進貨運費。然而，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 — 存貨，倘該等費用在將存貨送達目前地點及達致目
前狀況時產生，則計入存貨成本。因此，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銷售成本應增加1,672,000港元，相關稅項賬目亦須作出相應調整，詳情載於附
註1.2(f)。

(f) 因更正去年差誤而重列的影響的概要

以下為因更正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全面收益
表內之去年差誤而重列的影響的概要。

去年列賬 附註1.2(a) 附註1.2(b) 附註1.2(c) 附註1.2(d) 附註1.2(e)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86,992 – – 3,275 – – 190,267

銷售成本 (116,755) 3,440 – – (2,756) (1,672) (117,743)
       

毛利 70,237 3,440 – 3,275 (2,756) (1,672) 72,524

其他收益 76 – – – – – 76

分銷成本 (35,146) – – – 496 – (34,650)

行政開支 (27,498) – (1,023) – 2,260 – (26,261)
       

經營溢利 7,669 3,440 (1,023) 3,275 – (1,672) 11,689

財務費用，淨額 (332) – – – – – (332)
       

除稅項前溢利 7,337 3,440 (1,023) 3,275 – (1,672) 11,357

稅項開支 (453) (568) – (540) – 276 (1,285)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
 本期間溢利 6,884 2,872 (1,023) 2,735 – (1,396) 10,072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的匯兌收益 784 – – – – – 78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除稅後 7,668 2,872 (1,023) 2,735 – (1,396) 10,856
       

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 2.3港仙 1.0港仙 (0.3)港仙 0.9港仙 – (0.5)港仙 3.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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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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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編製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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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
合財務報表者相同。

3. 財務風險管理

3.1 財務風險因素

本集團之業務面對多項財務風險：市場風險（包括貨幣風險、公允值利率風險、現金
流量利率風險及價格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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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本集團自年末以來之風險管理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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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負債之合約未貼現現金流出並無重大變動。

若干執行董事及一名本公司股東（同時亦為該等執行董事之親屬）共同於二零一二年
七月向本集團提供29,667,000港元之貸款，並確認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無
意要求償還此等貸款。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於香港進口及銷售建築五金、衛浴、廚房設備及傢俬以及向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之物業發展商提供裝修服務之業務。已確認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收益 — 貨品銷售 229,500 177,245

收益 — 服務銷售 2,457 13,022
  

231,957 19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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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報告形式 — 業務分部

本集團主要從事三個主要業務分部：

批發 進口及向批發商、傳統五金店舖、承辦商及物業發展商批發建築五金、
衛浴及廚房設備及傢俬。

零售 透過本集團之零售店舖銷售建築五金、衛浴及廚房設備及傢俬。

室內裝修 主要於中國提供室內裝修及建築服務以賺取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批發 零售 室內裝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對外客戶收益 176,487 53,013 2,457 231,957

    

可匯報之分部收益 176,487 53,013 2,457 231,957
    

可匯報之分部溢利╱（虧損） 9,994 10,837 (639) 20,192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批發 零售 室內裝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分部資產 251,764 71,829 14,582 338,175
    

可匯報之分部負債 82,983 36,648 563 120,194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批發 零售 室內裝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收益
 — 對外客戶收益 115,672 61,573 13,022 190,267

    

可匯報之分部收益 115,672 61,573 13,022 190,267
    

可匯報之分部溢利╱（虧損） 7,567 11,040 (1,382) 1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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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批發 零售 室內裝修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分部資產 245,913 70,607 15,982 332,502
    

可匯報之分部負債 66,163 30,509 163 96,835
    

本集團經營分部之合計數字與本集團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呈列之主要財務數字對賬
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可匯報之分部溢利總額 20,192 17,225

未分類之企業收益 2,505 –

未分類之企業費用 (5,930) (5,536)

財務費用，淨額 (662) (332)
  

除稅項前溢利 16,105 11,357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分部資產 338,175 332,502

遞延稅項資產 2,273 2,273

其他企業資產 158,400 156,064
  

集團資產 498,848 490,839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之分部負債 120,194 96,835

遞延稅項負債 13,861 13,868

借款 61,013 89,719

其他企業負債 6,359 5,005
  

集團負債 201,427 20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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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呈列的資料

對外客戶收益 非流動資產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香港 219,606 175,280 148,366 145,144
中國大陸 12,351 14,987 15,022 13,827

    

合計 231,957 190,267 163,388 158,971
    

5. 按性質分類之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存貨成本 135,698 113,223
核數師酬金 4,000 28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427 4,582
物業經營租賃款項 22,763 20,328
包括在存貨成本之滯銷存貨（回撥）╱撥備 (348) 2,782
包括董事薪酬之員工成本 25,066 19,322

  

6. 稅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一年：16.5%）之稅率計提撥備。
海外溢利之稅項乃以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項目包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3,162 1,763
 中國企業所得稅 1,048 433

  

4,210 2,196
遞延稅項 (7) (911)

  

本期間稅項開支 4,203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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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議決建議派發股息1.0港仙（二零一一年：1.0港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一一年：1.0港仙） 3,003 3,003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港仙（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1.0港仙）。該擬派中期股息並無反映在本集團本期間之
財務報表中的應派股息內。

8. 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集團之本期間溢利11,90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0,072,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300,300,000股普通股（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300,300,000股普通股）計算。由於兌換與本公司所發行之購股權有關之潛在攤薄股份對每
股基本溢利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此等期間之每股攤薄溢利與每股基本溢利一致（截至二
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致）。

9. 資本開支

於本期間，本集團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資本開支約6,13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353,000港元）。於本期間內，並無重大物業、廠房及設備出售（截至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0. 應收賬款

包括在該餘額款內之應收賬款（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0至90天 91至180天 181至270天 271至365天 超過365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67,553 5,745 3,314 544 1,511 78,667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63,145 5,361 4,990 1,503 2,084 7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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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超過90天的賬款乃以信用狀或付款交單式進行。

11. 應付賬款

包括在該餘額款內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0至90天 91至180天 181至270天 271至365天 超過365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37,469 1,733 8,139 – 898 48,239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36,570 1,627 843 151 28 3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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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該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三
日（星期三）向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分別名列本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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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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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遲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表
格連同有關股票，一併交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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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為232,000,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0,300,000港元）及除稅後溢利為11,9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100,000港元）。

於本期間，受到外圍環境不確定因素及政府推行之冷卻樓市措施影響，物業
市場發展漸趨緩和，二手市場交易減少。另一方面，住宅物業落成量輕微上升。
誠如全年業績所述，我們為準備交付供貨合約而保留充足存貨。批發業務銷
售額錄得176,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15,700,000港元），增幅為52.6%。

管理層已檢討財務職能並實行改善計劃。由於市場波動及經營環境未明朗，
我們主要運用內部資源，輔以外部資源的支持，成功維持有效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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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狀況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除稅後溢利為11,900,000港元，整體財政狀況穩健。本集
團的毛利率為39.8%（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8.1%），與截至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40.3%相若。本集團於本期間之除稅前溢利為
16,1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41.8%。本集團之開支增加乃反映於陳列
室及零售店舖租金上升及經常性開支因整體物價通脹而上升。

本 集 團 維 持 其 所 持 現 金 於 約31,800,000港 元（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33,500,000港元），借貸共為61,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89,700,000
港元）（其中11,600,000港元為辦公室物業按揭，當中10,200,000港元須於超過一
年後償還）。若干執行董事及一名本公司股東（同時亦為該等執行董事之親屬）
共同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向本集團提供29,667,000港元之貸款，並確認於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無意要求償還此等貸款。

本 集 團 按 流 動 資 產 除 以 流 動 負 債 計 算 之 流 動 比 率 為2.12（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1.73），流動比率上升主要由股東貸款29,700,000港元所致，有關股
東貸款已呈列為非流動項目，並已於上文論述。所抵押資產為收購之已抵押
物業，而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未來展望

儘管外來資金持續流入將刺激需求，政府為穩定樓市而增加土地銷售及推行
調控炒賣活動之措施，將使物業市場朝著健康方向發展。通脹對租金開支及
其他營運成本造成的壓力預期將會持續。

誠如全年業績所指出，我們善用與物業發展商之良好關係，參與發展其在香港、
澳門及中國內地之項目。而我們獲得兩份屬本港主要發展商擁有、位於新加
坡之供貨合約，情況令人欣喜。

本集團將定期檢討及加強內部監控，確保良好之企業管治實務及程序持續實行。
由於營運開支上升，有見及此，我們將密切留意並推行控制措施。相關資源
調配及運作流程改良計劃經已實施，以維持顧客滿意度及控制成本。

或然負債

本集團及本公司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至此等中期財務報表獲核准日期止
並無任何重大訴訟或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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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惟以下偏離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A.1.8，本公司應就董事的法律行動安排合適的保險。現時，由
於董事認為本公司應就企業活動為董事提供支援，故本公司並無為董事安排
有關保險。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須有指定任期。現時，非執行董事之
委任並無固定任期，此舉偏離守則條文A.4.1。然而，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組
織章程細則於各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
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較守則所載者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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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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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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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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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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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財務資料

本業績公佈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ebon.com.hk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
站 (www.hkex.com.hk)。本公司之二零一二年中期業績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
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謝新法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網址：www.ebon.com.hk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即謝新法先生、
謝新偉先生、謝新寶先生、謝漢傑先生、劉紹新先生及易啟宗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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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